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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雖然已有許多研究驗證了將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引進中小學體系的重要性，然而其推廣卻始終相當緩慢。台灣隨著
九十九年新高中地理課程綱的實施，GIS 的教學不但已由高三選修改為高一必修，
同時規畫上課時數為 5 至 6 小時，如何在有限時間內讓學生有效學習 GIS 是個
亟具挑戰性的問題。近來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已成為教學新典範，結合網路科技
與適性學習的「適性數位學習系統」能按照學生的能力與進度輔助個人化學習，
具有輔助高中生更有效率地學習 GIS 的潛力。再加上隨著空間科技的進步，網
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WebGIS)已經可以讓使用者僅透過瀏覽器便直接進行高階
的空間分析工作。故本研究目的在於建構一套結合 WebGIS 的適性地理資訊學習
系統，以讓我國高中一年級學生可以充分體驗與學習 GIS 的潛力。
本研究以 Bloom 認知教育目標分類與 Simpson 技能領域目標分類設計出適性
評量與適性教學模組，並配合自行開發的各種 WebGIS 服務，發展出可以以雲端
模式，讓學生藉由實作來學習 GIS 的適性學習系統。在系統原型開發完畢後，
也藉由兩次優使化評測，不僅改良了系統的教學能力，同時也歸納出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的優使性設計原則。與過往的 WebGIS 教學網站相較，本系統
所開發的 WebGIS 服務已大幅度改良，可達到執行綜合分析效能。學生們可以根
據問題的需求，決定所需使用的各種空間分析功能，並將這些功能以適當的順序
加以組合，以解決空間問題；另外，由於本系統具有適性學習系統的屬性，因此
一旦學生在操作或學習上發生困難時，系統即可給予立即的輔助或導向，學生在
課餘時間便可自行進入系統學習，無須占用有限的課堂時間。
透過教學實驗的檢驗，使用本系統學習 GIS 單元的學生在 GIS 認知能力與技
能表現的進步幅度上，皆比未使用本系統的學生為高，系統的教學能力獲得驗證。
除此之外，另外透過事後的滿意度問卷與焦點團體訪談，發現對學生而言，本系
統所開發的 GIS 服務，在操作難度上與學生常用的 GIS 網站相當，也較符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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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需求。因此本系統相當適合作為我國高一地理資訊單元之輔助學習工具，值
得全面推廣以提升我國高中 GIS 之教學效能。
關鍵字：地理資訊系統、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適性學習系統、優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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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st decade, although apply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in
K-12 classrooms has become a general agreement among many countries, the
growing is still far from wide spreading. In Taiwan, as the National Geography
Curriculum of Senior High School was applied since 2010, the 10 grade students are
compulsory to learn the fundamental GIS concepts and software operation within 5 to
6 classes. Therefore it’s relevant to develop an approach for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and learn with GIS effectively. Recently, the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has become a
new learning paradigm. By integrating adaptive learning with Internet technology,
an adaptive e-learning system can personalize learning approach, which may help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and learn with GIS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With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spatial technology, it is available for a user to process
spatial analysis with WebGIS.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integrate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 with WebGIS.
Based on this innovative approach, an adaptive WebGIS learning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Students can learn GIS with a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 After
the prototype was developed, two usability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improve the
learn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Compared with other educational WebGIS
website in Taiwan, the system have two distinct advantages. Firstly, the WebGIS
services of the system are reusable. Students can run a chain of geoprocessing
services to solve a GIS problem by using this system. Secondly, the system has the
capability to deliver adaptive learning. Once students have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
system can provide remedial instructions immediately. Therefore, students can learn
GIS in their spare time without occupying the limited class hours.
A quasi-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system can help
students to learn GI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learners who use this system
III

achieve better performance both in understanding GIS concepts and gaining hands-on
experience than those without using the system. Therefore, the system is quite suitable
as a supplementary learning tool for 10 grade students to learn GIS. It is deserveing to
promote the system.

Key word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WebGIS,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
usabil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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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是一種被設計來處
理地理資料的資訊系統 (Star & Estes, 1990)。雖然早在 1960 年代第一套地理資
訊系統便已被開發出來，並被引進到各級政府與大學當中 (Patterson, Reeve and
Page, 2003)，但由於其系統的維持與運作成本總是居高不下，因此 GIS 在使用上
一直停留在大學或科學研究機構中無法普及。然而近年來，由於相關硬體設備成
本的快速降低以及 GIS 的人機介面(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HCI)已較以往大
為改善，GIS 的使用人口在各領域有快速增加的趨勢。
在 1990 年代初期，Tinker (1992)便強力主張 GIS 的教學不應被侷限於大學
校園裡，應該要被引進到中小學體系當中。許多學者也開始評估當 GIS 引進到
中小學後可以帶來什麼益處。Keiper (1999)認為 GIS 可以讓學生提高學習地理的
動機，而 Forer 與 Unwin(1999)則相信當學生使用 GIS 時，其閱讀地圖的技能也
會跟著獲得提昇。到了 2000 年之後，將 GIS 引進到中小學可以獲得的益處獲得
更多的證明。除了可以增進學生對科學的自我滿意度，以及科技的正面態度外
(Baker and Bednarz, 2003)，還可以強化空間認知與解決問題的能力(Hall-Wallace
and McAuliffe, 2002; Hagevik, 2003; Lee, 2005)，甚至可以促進其高層次的思考能
力(Sanders, Kajs and Crawford, 2001; West, 2003)，以及強化地理概念的學習等
(Patterson et al. 2003)。
由於其教學效益明顯，因此許多地區都在大力推廣中學 GIS 教育。早期像
是美國在 1990 年代就已大力推廣 (Kerski, 2003)，新加坡的教育部也在 1998 年
就開始為中小學製作 GIS 教學模組(Yap, Tan, Zhu and Wettasinghe, 2008)。2000
年之後，更多國家投入資源，依據 Kerski, Demirci 與 Milson(2013)的調查發現，
截至 2013 年為止，已有中國、芬蘭、印度、挪威、南非、台灣、土耳其與英國
共 8 個國家將 GIS 教學納入中學的課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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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GIS有諸多教學效益，而許多地區也在大力推動，但GIS在中學教育層
級的推廣卻出奇地緩慢。Kerski(2003)於1999年曾針對美國中學實施GIS教學的狀
況做過普查。結果發現，全美高中當時使用 GIS 軟體的學校僅占不到 2%。後
來在2004年又舉行了一次調查，儘管這段期間 GIS 教育推廣之工作仍不遺餘力
進行，但是相較於 1999 年的統計數據，擁有 GIS 軟體的美國高中數量並沒有
顯著的成長（Baker, Palmer and Kerski, 2009）。不只美國遭遇這種狀況，Yap et
al.(2008)針對新加坡中學老師的GIS教學狀況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即使提供相關
教材給教師，大部分教師仍不願意在課堂中進行GIS教學。
以GIS教育的本質來看，GIS教育可分為學習GIS的理論與操作(learning about
GIS)，以及如何應用GIS進行學習(learning with GIS)(Sui, 1995)。近年來，國外在
進行中小學GIS教育時，多半採取learning with GIS模式(Kerski, 2003; Bednarz,
2004; Baker, 2005; Kerski et al., 2013)，不要求教師能進行GIS理論的闡述與軟體
操作技術的教學。也因此，相較於Desktop GIS而言，雖然功能較不完整，但具
有使用成本較低，以及操作介面較簡易等優點的WebGIS逐漸受到歡迎 (Webster
and Milson, 2011; Kerski et al., 2013)。相對於國外強調以GIS作為輔助學習工具的
狀況，台灣的高中地理課綱除了明定學生需在高一階段學習GIS的理論與應用潛
力外，在高二的區域地理與高三應用地理中，也應透過GIS來強化地理的學習(教
育部地理學科中心，民99)。換言之，台灣高中所要求的GIS教育同時涵蓋了
learning about GIS與learning with GIS兩大層面，而且明定學生在高一便應該學習
GIS的理論與操作。
以學習高一地理資訊單元的需求來看，當前市面上常見的WebGIS(如Google
Maps)雖然可以讓學生在軟硬體缺乏的狀況下接觸GIS，但若要滿足課程的需求，
仍有三個狀況可以加以改進。一來目前可用於網路教學的WebGIS多不是為因應
國內高中GIS教學而設置的，在應付一般普羅大眾的大量連線，以免伺服器負荷
過重的前提下，往往缺乏空間分析的功能，以至於無法滿足課程標準中教學目標
的需求；再者，即使目前逐漸有WebGIS教學網站的開發，但是在設計上都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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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與線上即時輔助教學的功能，學生在使用這些網站後的學習狀況無法即時獲
得檢視。最後，雖然WebGIS在操作上已經較Desktop GIS軟體容易許多，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還是常常有無法順利操作的情況發生(賴正偉，民99)，以至其教學的
效能無法完整發揮。
隨著WebGIS技術的逐漸成熟，目前已有相當多的開發工具可供程式開發者
發布具有空間分析功能的網路服務(Gong, Wu, Gao, Yue and Zhu, 2009; Zhao,
Foerster and Yue, 2012)。然而一般教師多半不具有程式開發的背景，即使知道具
有空間分析功能的WebGIS有開發的必要，也無法針對需求去進行開發。因此針
對我國高一地理資訊單元需求，開發出具有空間分析功能，並可應用於教學的網
路服務，將有助於課程的實施。
目前電腦輔助教學的技術進展相當快速，教學網站已可以承載相當大量的資
訊與媒體。但以實際教學現場的狀況來看，由於每位學生皆有不同的能力、背景、
經歷和學習風格，一般傳統教學網站在設計上多半採取一體適用(one size fits all)
的方式，缺乏考慮學生個人知識、特質與喜好，不夠適性化、彈性化。即使可以
提供大量的資訊與媒體，在無法建立回饋機制或缺乏互動的情況下，往往大大降
低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另外，網頁間錯綜複雜的鏈結(Hyperlinks)容易使人迷
失於網路超空間(Hyperspace)之中，且不易獲得整體資訊的概觀，不僅常常造成
大量學習時間的浪費，也讓原本預設的教學功能大打折扣。為此，Brusilovsky
（2001）提出適性化超媒體系統（Adaptive hypermedia system）的概念，希望在
考量學生的學習目的、能力和個人特質下，系統可以派送最適合每個人需求的教
學多媒體與評量，以便讓學生可以有效而快速地的完成學習過程。目前許多實證
研究也證明適性學習系統的確可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效果或節省其學習時間(Hung
and Der-thanq, 2001; Conlan, Wade, Bruen and Gargan, 2002;

Sampson, Lytras,

Wagner and Diaz, 2004; Henze, Dolog and Nejdl, 2004; Lu, 2004; Chen, Lee and
Ch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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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WebGIS的介面部分，隨著近來Google Maps等WebGIS的盛行，雖然
GIS軟體的優使性已較過去大為進步，許多研究發現(Haklay and Zafiri, 2008；
Ingensand and Golay, 2010)，一般人在使用WebGIS時仍會遭遇到相當多的困難。
也因此許多學者呼籲在開發WebGIS時應進行優使化(Usability)的評估，以作為系
統改良的依據(Koua and Kraak, 2004；Skarlatidou and Haklay, 2006；Nivala,
Brewster and Sarjakoski, 2008；Haklay and Zafiri, 2008；Schobesberger, 2009)。
綜合以上所述，如能讓WebGIS可以具有空間分析的功能，並將適性學習系
統的概念加以帶入，讓學生可以在電腦前單獨藉由瀏覽器便可以進行學習，不僅
可以克服傳統上以Desktop GIS軟體進行地理資訊教學的缺點，同時教師也能準
確地掌握學習的成效與進度。另外，由於當前WebGIS在介面上仍有相當的改進
空間，若能針對系統介面進行優使化評估，並據此加以改良，以確保學生不致於
受到介面的干擾而影響學習，將有助落實高中一年級地理資訊單元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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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開發一套可輔助高一地理資訊單元學習之適性WebGIS學習
系統，並探究此系統是否可有效輔助學生學習高一地理資訊單元。基於研究目的，
其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一、如何開發一套可輔助高一地理資訊單元學習之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
(一)、高一地理資訊單元所需學習的內容為何？
(二)、系統內教材應如何規劃？
(三)、系統之開發應依循何種開發流程？
(四)、系統內應開發出那些具有空間分析功能的 WebGIS 服務？
(五)、開發出來的 WebGIS 服務如何與適性學習系統整合？
(六)、如何實施優使化評估以改良系統？
二、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可否有效輔助學生學習高一地理資訊單元？
(一)、使用系統之學生可否提升高一地理資訊單元之學習成效？
(二)、使用系統之學生是否學習成效較自學之學生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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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欲結合 WebGIS 與適性學習的概念建立一套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
可以確實輔助高一生達成地理資訊單元中的學習目標。因此在文獻回顧的第一節
中首先檢視目前在中學推廣 GIS 教學的困難，並歸納出台灣特有的推廣困難；
之後於第二節裏檢視當前 WebGIS 技術與其在 GIS 教育上的應用，找出可解決台
灣推廣困難之 WebGIS 技術；在第三節部分，則檢視適性學習系統之運作邏輯與
可應用之教學理論，並評估何種教學理論最適合應用於適性學習系統與 GIS 教
學之整合；最後，在第四節回顧目前常見之教學系統設計流程，找出最適合之開
發模式。以下便依序進行介紹。
第一節 GIS 在中學推廣的困難
由於 GIS 在中學推廣的速度相當緩慢，因此已有許多學者針對其國內推廣
緩慢的原因進行探討，並且歸納出推廣不易的原因，以進一步擬定改善的策略。
台灣與世界各國相比，雖然在軟硬體的供給上已屬於相當充足的國家，但是由於
課綱中所明定的教學目標也較一般國家為高，在目前也遭遇到了與他國相當不同
的問題。以下分別就各國推廣的困難與台灣所遭遇到特殊問題分別加以闡述：
一、各國在中學推廣GIS教育的困難
雖然各國在學制與經濟發展的程度上有很大的差異，導致推廣的方式與程度
也不同，但是有些共通的困難是許多國家都得面對的。歸類起來，最常見的困難
有以下六項：
(一)、基層學校缺乏足夠的軟硬體
Baker(2005)認為，許多中小學的電腦都已相當老舊，而一般Desktop GIS軟
體往往所需要的硬體效能都相當高，因此造成了這些學校無法推廣GIS教學。隨
著目前資訊化教學的強力推廣，此項困難看似已不復存在，但是截至目前為止，
7

硬體與網路不足的狀況在開發中國家仍相當普遍，甚至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如奧地
利、紐西蘭、加拿大與美國等地也有這種狀況(Kerski et al., 2013)。
(二)、軟體昂貴與適當圖資難以取得
雖然隨著GIS在各產業界逐漸普及後，GIS軟體的價格已大幅度的下降，而
隨著WebGIS的快速發展，許多國家也已開始開發適合中學教育的WebGIS。但是
對大部分國家而言，商業性GIS套裝軟體仍是推廣的主力。在中國、印度、迦納
以及哥倫比亞等開發中國家，昂貴的軟體價格嚴重地阻礙了GIS的推廣(Dong and
Lin, 2012；Tiwari and Tewari, 2012; Oppong and Ofori-Amoah, 2012; Salamanca and
Vega, 2012)。而在已開發國家，雖然軟體較易取得，但對於圖資遭受到管制的國
家而言，像丹麥、芬蘭與英國等地，仍有缺乏適當圖資的問題(Jensen, 2012;
Johansson, 2012; Fargher and Rayner, 2012)。
(三)、缺乏適當課程資源
Bednarz與Schee(2006)曾針對美國與荷蘭的中小學GIS推廣進行跨國比較研
究。結果發現，兩國都有許多學校雖然已購置了GIS軟體，但由於許多套裝軟體
所附的教學資料都是針對大學課程設計的，無法直接應用於中學的教學環境下，
反而造成了有GIS軟體，卻無法進行GIS教學的窘境。這項問題不僅存在於開發
中國家，許多在中學推廣GIS較佳的國家如新加坡、芬蘭與挪威等(Liu, Tan and
Xiang, 2012; Johansson, 2012; Rød et al., 2010)，也都面臨了缺乏適當課程資源的
問題。
(四)、缺乏適當的教師訓練
Baker與Bednarz(2003)認為許多國家雖然在許多大專院校已經有針對教師
開設的GIS課程，但是這些課程多半是教導教師如何使用GIS，而不是教導教師
如何以GIS進行教學。因此除非更改教師訓練的模式，否則還是無法大量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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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許多國家例如加拿大、法國、挪威、南韓等，不管是職前或者是
在職的教師訓練仍有相當的努力空間(Kerski et al., 2013)。
(五)、傳統GIS軟體的架構與操作過於複雜。
長久以來，傳統的Desktop GIS軟體在人機介面上相當不友善，加上艱深的
軟體使用技巧使得老師們在利用GIS進行教學上往往裹足不前(Green, 2001；
Battersby, Golledge and Marsh, 2006)，是故介面相對較為友善的WebGIS成為了近
來推廣的利器(Kerski et al., 2013)。
(六)、過度升學主義
GIS教學往往得耗費相當可觀的時間，加上其學習成效常無法以簡單的紙筆
測驗加以檢測，因此在升學主義較為盛行的亞洲地區，教師往往會選擇性地簡要
帶過GIS課程，無法讓學生們有充分學習的機會(Yap et al., 2008；Yuda, 2009)。
若要真正成功地推廣GIS，勢必要對在地的GIS推廣困難有相當深刻的了解，
才有辦法推出適當的改進方案。本研究旨在針對台灣中學開發出一套可有效輔助
地理資訊單元教學的適性WebGIS教學系統，為了確保系統可真正迎合台灣需求，
就先得對台灣所面臨的推廣困難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底下再針對我國中學推廣
GIS教育的困難加以檢視。
二、台灣在中學推廣GIS教學的困難
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在中學推廣 GIS 的條件是相當優越的。首先在政策
方面，台灣已將 GIS 納入高中地理課程標準超過十年以上，因此所有地理教師
都必須於課堂中進行 GIS 教學(教育部，民 84)，也因為課綱的強制要求，教師在
參加培訓活動上相當踴躍(Chen, 2012)；第二，在課程資源上，不管是網路資料
或者是教科書出版社所提供的教材均相當豐富，且可直接應用於教學現場。例如
由台大地理系所建置的 GIS 加油站(http://gisedu.tw/main.php)，即有相當多的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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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組可供高中師生取用。除了由教育部所主導的推廣活動外，許多高中教師
與學術單位所架設的網站也提供相當多的技術支援與課程資源，例如宜蘭高中便
設立了地理教學輔助平台(http://blog.ylsh.ilc.edu.tw/geo)，除了將該校學生參與歷
屆 GIS 競賽的作品公開在網路上供他校師生參考外，亦提供最新的 GIS 技術新
知。而新營高中的地理資訊分享平台(http://gis.hysh.tnc.edu.tw)與花蓮女中的老歐
地理(http://geogou.blogspot.tw)除了提供課程講義外，也將該校所研發的 Desktop
GIS(包括 ArcGIS 與 QGIS)操作手冊公布於網路上；至於在學術單位部分，我國
中研院的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http://gis.rchss.sinica.edu.tw)也不定期更新
Google Maps/Earth 與 QGIS 的最新技術新知，以供給第一線教師教學參考；第三，
台灣中學在資訊軟硬體設備上有相當大的優勢。根據陳哲銘與王耀輝(民 99)的調
查發現，台灣的教師們普遍認為校內所使用的電腦是足以作為 GIS 教學之用的。
且即使在商業性 GIS 軟體無法取得的狀況下，教師們也多半會使用 WebGIS 或免
費的 GIS 軟體(如 Google Earth)來進行教學。
在學校軟硬體、課程研發與教師訓練等層面上，台灣都或多或少已經克服困
難，目前台灣所面臨的問題是許多仍在GIS推廣初期階段國家所尚未遭遇的。由
於我國在新課綱中規定，在高一地理的課程中便需要教授GIS。然而根據Wang
與Chen(2013)的調查發現，台灣的高中地理教師認為推動GIS單元教學最大的困
難在於「整體地理課程安排過於緊湊」，導致實際課堂教學時間不足以完整進行
GIS教學。其結果造成我國過於偏重在認知層面的教學，而缺乏技能層面的訓練。
大多數的地理教師在高一課堂中，僅有將GIS的內容與功能大略介紹，GIS 處理
空間問題的潛力並未在教學中被凸顯出來；再者，教師們認為推動GIS教學的第
二大困難是「GIS軟體售價過於昂貴」。由於我國地理教師多半已會使用WebGIS
或免費的GIS軟體在課堂上進行教學，而其之所以提出GIS軟體售價過於昂貴是
重大推廣困難的原因在於，大部分教師(92%)多半希望學生們有機會實際操作
GIS的空間分析功能(如路徑分析、環域分析與地勢分析等)。但是就一般老師的
認知而言，該類功能多半只能在昂貴的商業性GIS軟體，或者是免費但仍需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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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操作練習的自由軟體（例如QGIS）(http://www.qgis.org）上才可達成，因而
導致我國學生普遍無法獲得實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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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WebGIS技術
近年來在電腦設備的大幅降價與網路速度的快速提升下， WebGIS獲得了快
速發展的契機，許多嶄新的技術與產品不斷地提出。同時，以WebGIS融入教學
的教育研究也大量產出。以下謹就WebGIS的發展現況與WebGIS在教育中的應用
分別闡述之：
一、WebGIS 的發展
在過去GIS的使用者仍僅限於少數的專家的時代，軟硬體與資料通常被固定
在同一台電腦上，學生如果要進行GIS的學習活動，就一定得到該台電腦前才有
辦法。然而在1990年代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後，GIS開始發展分散式架構，GIS的
軟硬體與資料不用再固定於同一位置，使用者可透過網路協定於遠端進行GIS資
料的分析與傳輸。Fu與Sun(2010)認為WebGIS最簡單的形式便是單一的主從式架
構(Client-server model)。以圖2-1為例，使用者可以在客戶端以客戶端軟體(如
Arcexplorer或網路瀏覽器)透過網路協定傳送像縮放地圖或查詢地點等GIS服務
請求給伺服器端，而伺服器端則以Web伺服器接受其請求後，再傳送到GIS伺服
器，由GIS伺服器完成所有數據處理工作，最後再反向傳送處理結果給客戶端。
在這種結構底下，客戶端的軟硬體需求通常會大幅度降低，GIS服務於是便可以
給更多使用者來使用。
伺服器端

客戶端
GIS 服務請求
客戶端軟體

Web 伺服器
處理結果
圖 2-1 WebGIS 主從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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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伺服器

在過去由於網路速度的受限，以及硬體規格昂貴的影響，WebGIS的發展相
當緩慢。但是這種狀況在近年來各大軟體公司與技術單位開始推出各種伺服器端
網路GIS軟體後快速改變。首先在1994年時，由明尼蘇達大學所開發的開源軟體
-MapServer 率 先 讓 大 家 發 現 GIS 可 以 透 過 網 路 將 數 位 地 圖 資 料 傳 送 出 去
(http://www.mapserver.org)。之後，The Open Planning Project(TOPP)這一個非盈利
性的技術性團體發起創建的GeoServer也在2001年釋出(http://geoserver.org)，讓
WebGIS的開發者有更多的選擇。除了開源軟體以外，在商業軟體部分，一直以
來掌握GIS產業龍頭地位的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ESRI)，也在
2000年時發布穩定版本的ArcIMS 3.0地圖伺服器，並且隨後在2004年推出更容易
進行網路地圖開發的ArcGIS Server(http://www.esri.com)。
到了2005年，隨著Google Maps與Google Earth的問世，更為WebGIS的發展產
生重大的影響。一般普羅大眾過去所無法接觸到的GIS，現在只要在家中的電腦
前，彈指之間便可直接操作。更甚者，Google在同年開放Google Maps API，讓
大眾可以直接將WebGIS的功能內嵌到其他網站當中，並且與其他應用程序互相
搭配，產生更多嶄新的WebGIS服務。例如我們可以以 Google Maps為平台，將
文字、相片，甚至是影片等資源與地圖中的物件產生連結，讓其他使用者在以滑
鼠點擊地圖間，便可獲得我們想要提供給他的資訊。
由於Web GIS的快速發展，因此近年來Web GIS的發展架構已由過去的主從
式架構改為服務導向架構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林峰田，民97)。所謂的
SOA指的是在網際網路的環境下，透過標準的界面，將分散於各地的硬體設備(儲
存空間)、資料庫、(空間)分析功能，組合而成一個資訊系統。藉由SOA概念的推
廣 ， 由 開 放 式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協 會 (Open

GIS

Consortium,

OGC)( http://www.opengeospatial.org)所提出的網路服務標準，包括網路地圖服務
(Web Map Service, WMS)、網路圖徵服務(Web Feature Service, ＷFS)也逐漸在網
路上普及。其中WMS是一種能從地理資訊中，依使用者要求，動態產生對應地
圖影像(如PNG、GIF與JPEG等影像檔)的服務。目前許多的Web GIS伺服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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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發布WMS服務，例如ESRI所推出的ArcIMS與ArcGIS Server，以及開源的
MapServer與GeoServer等。但WMS所提供的地圖僅只是影像檔，我們無法去編輯
或是對其做進一步的空間分析，因此才有WFS的提出。WFS是提供一個讓我們
能夠在各種不同的作業平台上，直接透過標準網路呼叫取得地理圖徵的方法，由
於是以圖徵的方式發布出來，所以原始的地理向量資料，便可以在網路上直接讀
取，讓使用者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或利用。
雖然WMS與WFS可以讓使用者在網路上讀取與利用GIS資料，但是若使用者
想要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空間分析，往往得再購置昂貴的空間分析軟體，才有辦法
進行，因此OGC所制定的網路程序服務(Web Processing Service, WPS)也因應而生。
它可以讓使用者直接透過網路提供的服務進行空間分析，讓空間分析真正達到雲
端運算的效果，因此雖然WPS 尚在萌芽階段，卻具有相當的潛力(林峰田，民100；
Evangelidis, Ntouros, Makridis and Papatheodorou, 2014)。目前WPS服務的實例有
屬 於 商 業 軟 體 的 ArcGIS Server 、 ArcGIS Online (http://www.esri.com) 與 GIS
Cloud(http://www.giscloud.com) ， 以 及 屬 於 開 源 軟 體 的 52north
WPS(http://52north.org)與deegree WPS (http://www.deegree.org)。在商業軟體部分，
ArcGIS Server的功能最為強大，但其授權費用相當高昂；而ArcGIS Online與GIS
Cloud雖然授權費用稍低，但相對的功能也受到侷限，僅有少數的空間分析模組
可以使用，例如地勢分析、最佳路徑分析等功能並未納入其中。至於在開源軟體
部分，52north WPS與deegree WPS雖然都可以發布WPS服務，但是僅有52north
WPS開發出可在瀏覽器端執行的介面，所開發出來的空間分析模組也是兩者中數
量較多的。
二、WebGIS在教育上的應用
由於WebGIS的快速發展，設立WebGIS讓學生以單一平台(如瀏覽器)進行GIS
學習已逐漸盛行。也因此目前許多評估WebGIS教學成效的研究，正快速產出當
中，例如Patterson(2007)以Google Earth為平台，針對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的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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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設計一套地理科教案，在教學完後評量中發現，學生不僅在地理常識方面的
表現獲得明顯的改善，同時在批判性思考與探究性思考能力的表現上也獲得提升；
Milson and Earle(2007)則以Globalis這一個WebGIS網站，讓美國九年級生針對非
洲作主題探索，結果發現，透過WebGIS的輔助，學生不僅增加了對不同地區文
化的理解，教師更可以達成神入(Empathy)教學的目的；Songer(2010)則以自行架
設的WebGIS網站來輔助美國大學生進行人文地理的教學，結果發現 有使用
WebGIS網站的學生在學業表現與課程滿意度上都比未使用的學生來得高；在芬
蘭，Ratinen與Keinonen(2011)則觀察芬蘭的師生在使用Goolge Earth 以問題導向
(Problem-based)模式來學習地質學時，師生的思考技巧均有顯著提升；Henry and
Semple(2012) 則 以 自 行 開 發 的 H2OMapper 進 行 地 球 科 學 的 專題 導 向 學 習
(Project Based Learning)，其研究結果也發現學生不僅學習效果獲得改善，而且對
於軟體的滿意度也相當高。
由上述的實證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在國外以WebGIS進行教學的模
式已漸漸融入各學習階段與各個學科當中，這證明了只要經過良好的設計，
WebGIS是可以達到learning with GIS的效果的。然而由於國外認定GIS是一個輔
助學習的工具，所以針對中小學階段如何learning about GIS的研究是相對較為缺
乏的。
除了國外的實證案例外，近年來台灣對於使用WebGIS來進行網路GIS教學的
研究也正逐漸興起，廖葆禎（民92）分析了多個數位地圖的網站，並將相關資源
整合進行教學實驗，研究結果發現當時高中生對於電子地圖的操作介面仍相當陌
生；蔡志勇（民94）則透過國小教師對WebGIS網站的評估，發現當時一般WebGIS
對於國小教學而言已經足夠；Huang(2011)則在2004年時，以Flash技術針對國小
學童開發出模擬GIS介面的區域地理學習網站，結果發現以GIS介面進行探索式
學習的學生，其學習成效較使用傳統結構式網站學習的學生為佳；而隨著2005
年Google公司推出了Google Earth後在全球掀起使用熱潮，國內也逐漸出現針對
Google Earth的GIS教育研究，例如江映瑩（民96）即以高中區域地理為課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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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配合Google Earth進行教學實驗，發現透過Google Earth教學可有效提高學
生的學習興趣及輔助課本概念之理解。
在Google Maps API與Google Earth API提出後，賴正偉（民99）與洪挺晏(民
100)更嘗試以Google Maps API與Google Earth API為基礎，架設針對高中地理資
訊單元的學習平台，這兩個網站架設的研究與之前國內針對WebGIS網站教學潛
力探究的研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這兩個WebGIS教學網站是針對我國高中地理
資訊單元的學習而設計的，因此在WebGIS服務的開發上特別重視空間分析功能
的賦予。雖然這兩個網站都有增強我國高中地理資訊單元教學的成效，但是在空
間分析功能的開發仍不充足，其網路服務的開發仍側重在WMS與WFS，對於WPS
仍付之闕如，使用者並無法透過網路提供的服務直接進行空間分析。
除了以Google Maps API與Google Earth API開發的教學網站以外，國內教師
也開始使用國土資訊系統相關服務來進行地理資訊教學。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台
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與「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
統」(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8/index.cfm)，這兩套系統已針對高
中教師進行多場的研習推廣，因此在國內高中已有相當的知名度。然而與前段所
述的教學網站一樣，僅提供WMS與WFS服務，因此在空間分析的功能上，並不
滿足高一地理資訊單元教學的需求。
有鑑於我國高一地理資訊的教學目標主要為learning about GIS，僅使用WMS
與WFS來進行WebGIS教學網站開發，必定會使其空間分析的能力受到侷限，因
此開發出具有WPS功能的GIS教學網站，在實務上具有相當的必要性。
然而，開發出具有WPS功能的GIS教學網站雖然可讓學生們實際操作GIS空間
分析功能，但是高一實際課堂教學時間不足的問題，仍會讓老師們對於GIS教學
裹足不前。因此能讓學生們在有限時間內獲得有效學習的適性學習系統，若能與
適當的WebGIS服務整合，將有機會解決我國高一地理資訊單元的教學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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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適性學習系統
適性化學習 (Adaptive Learning)是數位學習最具有代表性的議題，而其中的
「適性化」強調的是依據學習者的狀態或個人特質，調整系統的內容或呈現方式，
來符合學習者的個人化需求(黃國禎、蘇俊銘、陳年興，民101)。因此，適性學
習系統(Adaptive Learning System, ALS)建立的宗旨為考量到個別的差異，例如學
生的能力、性向、習慣、興趣或學習困難等，進而提供適合個別學生的學習活動、
介面或內容。而提供的方式通常是採用人工智慧的技術，讓電腦去模仿教師的角
色，讓學生可以得到因材施教的效果(Brusilovsky, 1996；Devedzic, 2004)。以下
謹就其運作的邏輯、可結合的學習理論，與目前市面上常見的適性學習平台一一
介紹：
一、適性學習系統的運作邏輯
依據 Brusilovsky 在 1996 年提出的適性化流程（Classic process of adaptation
in adaptive systems）(圖 2-2)，系統起初收集使用者的相關資料（Data about user），
並進一步進行使用者模式化(User modeling)而建立起使用者模式（User model），
再者經由適性化（Adaptation）的過程，針對不同學生的使用者模式給予不同的
適性化教學，而達到影響學生學習的效果（Adaptation effect）。

收集（collects）
系統(system)

使用者相關資料
(data about user）

處理（processes）
使用者模式化(user modeling)
使用者模式
（user model）

處理（processes）
適性化（adaptation）
圖 2-2 適性化系統中典型的適性化流程
資料來源： (Brusilovsk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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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可以在學習過程中根據學生的特性動態地產生合適於學生之教學內容
和適性地呈現教材(Brusilovsky, 2001)。而這種系統的適性化又可分為適性呈現
（Adaptive presentation）與適性導向（Adaptive navigation）兩種模式(Brusilovsky,
2004；Stewart, Cristea, Brailsford and Ashman, 2005)。
適性呈現的方式是將學生要學習的內容或教材，考慮學生的學習狀況後，以
一 些 小 單 元 知 識 組 合 呈 現 ， 分 為 適 性 多 媒 體 呈 現 (Adaptive Multimedia
presentation) 、 適 性 文 字 呈 現 (Adaptive text presentation) 與 可 程 式 化 適 性
(Adaptation of modality)；適性導向則藉由調整超媒體的連結與內容，提供了同時
具有教育背景以及針對個別的學生客製化的有效學習路徑，也就是提供適性化的
學習路徑。其中又分為直接導覽(Direct guidance)、鏈結適性化排序(Adaptive link
sorting)、鏈結適性化隱藏(Adaptive link hiding)、鏈結適性化註解(Adaptive link
annotation)與導覽圖調適(Map adaptation)(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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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多媒體呈現
(adaptive multimedia
presentation)
適性文字呈現
(adaptive text
presentation)

適性呈現
(adaptive presentation)

直接導覽

適性超媒體技術

(direct guidance)

(adaption technologies)

適性導向

鏈結適性化排序

(adaptive navigation
support)

(adaptive sorting of
links)
鏈結適性化隱藏
(adaptive hiding of
links)
鏈結適性化註解
(adaptive annotation of
links)
導覽圖調適
(map adaption)

圖 2-3 適性超媒體技術之分類法
資料來源：(Brusilovsky, 2001)

不管是適性呈現或適性導向，要達成這些功能必須要系統內部各個模組之間
相互配合才成。Henze et al.(2004)認為所有的適性學習系統應該要包含 4 個模組，
包 括 知 識 空 間 (Knowledge space) 、 使 用 者 模 組 (User model) 、 觀 察 模 組
(Observations)以及適性模組(Adaptation model)。知識空間在適性學習系統中擔負
的角色主要有兩部分，一是紀錄教學媒體的位置，二為記錄所要教學概念的知識
構圖；使用者模組則是用來記錄學生具有那些先備知識、學習傾向，甚至是學習
風格等資料；觀察模組則是用來監控學生的學習狀態；最後適性模組則在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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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決定該派送給學生那些教學媒體。其系統運作的順序通常是先由教學者在系
統中建立知識空間，接著學生主動或被動進入系統將個人資料登記於使用者模組
中，當學生於系統中開始進行學習時，觀察模組變會開始監控學生的學習狀態，
並通知適性模組到知識空間中抽取適當的教學媒體派送給學生。
雖然上面的敘述已經可以呈現適性學習系統如何派送學習材料，到底要在何
種情況下決定派送哪一份學習資料則具需要設計者來加以設定。以系統的分類來
看，適性學習系統仍是屬於學習系統的一種，而學習系統的開發首先要考量到的，
便是學習的目的與知識類型為何者，並且找出其適合的學習理論作為基礎，如此
才能設計出真正發揮教學效果的系統(Ally, 2004; Hadjerrouit, 2007)。
二、可應用於適性學習系統的學習理論
以目前線上學習系統的開發狀況來看，最常應用的教學理論可分別三大類型，
分別是行為主義(Behaviorism)、認知主義(Cognitiv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Ally, 2004)。以下我們便分別對三種類型理論在數位學習時的應用加以說明，並
於之後評估適合於適性地理資訊學習系統的學習理論。
(一)、行為主義(Behaviorism)
行為主義在 Skinner(1963)確立操作制約的概念後，其理論學說影響當代教學
環境甚深，其論點包含以下三點:
1.著重刺激與觀察行為之間的關係。
2.認為內在無法觀察的心理活動不是行為科學研究的領域。
3.主觀環境的影響重於先天的本質。
以目前適性學習系統的開發來看，常利用到的學習理論仍有相當的比例使用
行為主義，其中最常見的便是知識空間論(Knowledge Space Theory, KST) (Albert
and Lukas, 1999；Conlan et al., 2002)。其原理為先以概念構圖的方式先建構知識
領域(Knowledge Domain)，該知識領域可由一組相關的試題來呈現，例如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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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知識領域為 Q(能了解侵蝕輪迴的成因)，而 Q 可由 a、b、c、d、e，五個題
目所構成(表 2-1)，表示方式為 Q = {a, b, c, d, e }。以 and-or-graph 方式呈現就如
同圖 2-4 所示。在這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若學生能夠解問題 c—曲流地形形成
的原因，那麼他一定可以解決問題 a—河積作用如何改變地表地形與 b—河蝕作
用如何改變地表地形。我們可以將其表示為 a£c 以及 b£c，也就是說 a 與 b 是 c
的前提(prerequisite)。同例子中，假設最初測驗時出問題 e，而學生答錯了，代表
學生可能不了解板塊運動對地表地貌的影響，或者不了解河積與河蝕作用如何交
互改變地表地形(問題 d 與問題 c)，但若接下來學生答對了問題 d，則可確認學
生對於問題 c 中的觀念不清楚，接下來若學生答對了問題 a，那麼我們便可以確
認，學生是因為問題 b 中的觀念不清楚，才導致於對侵蝕輪迴的成因無法釐清。
此時我們便可以依此給予學生適當的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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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知識領域 Q 之題目
問題代號

對應觀念

對應題目

a

河積作用如何改變地表
地形?

下列何種地形不屬於河積地形？(1)沖積扇(2)氾濫平
原(3)三角洲(4)峽谷

b

河蝕作用如何改變地表
地形?

下列何種地形不屬於河蝕地形？(1)峽谷(2)瀑布(3)壺
穴(4)沙洲。

c

河積與河蝕作用如何交
互改變地表地形?

下列關於附圖曲流中的甲岸和乙岸地形比較，何者錯
誤？

d

板塊運動對地表地貌的
影響為何?

下列何種內營力作用會加速河川的侵蝕作用？(A)板
塊相對上升(B) 板塊相對下降(C)河中泥沙減少(D)
河中泥沙增多。

e

侵蝕輪迴的成因 ?

附圖為河流剖面變化。請問：下列何者會導致丙時期
→甲時期？ (A)河床坡度變緩 (B)含沙量增加
(C)海平面下降 (D)海平面上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2-4 知識領域 Q 之知識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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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理論對於知識結構較易釐清，且認知與技能較不易有所區隔的科目(如數學)
而言，可說是相當適用。依地理資訊的學習邏輯來看，若某一學生要學習 GIS
中「屬性查詢」的功能，那麼他必定得要了解「空間跟屬性資料」的不同，否則
根本無法學習得到；同樣的道理，若他要學習「路徑分析」的功能，那麼就一定
得了解「向量與網格資料」之間的差別，才有辦法正確應用路徑分析。在此部分
知識空間論是可以應用到地理資訊單元的教學的。但是地理資訊單元的教學還有
一更重要的特性，是知識空間論無法達成的，因為知道屬性查詢跟是否真的會使
用 GIS 進行屬性查詢是不同的，學生要達到真正以 GIS 進行屬性查詢，就必須
要達成某一程度的軟體操作技能。這種狀況與上述的狀況(了解數學原理跟以該
原理進行計算)相較，學生所必須要跨越的學習障礙是相當大的，因此有必要以
其他原理加以輔助才行。
(二)、認知主義(Cognitivism)
在各種認知主義的教學理論中，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Bloom, 1956)
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由於第一版教育目標分類已使用相當時間，面對日新月
異地教學環境，漸漸地已不敷使用。隨著教育領域相關學術研究成果的不斷累積，
該理論終於由Anderson與Krathwohl(2001)提出修訂(詳見附錄一)，修訂後教育目
標的分類分成知識向度（knowledge dimension）和認知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兩部分。就知識向度而言，擷取新近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將知
識分成事實(factual)、概念(conceptual)、程序(procedural)和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
四類，每一類再細分為若干細類目。而認知歷程向度則分為記憶(remember)、瞭
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ze)、評鑑(evaluate)、創造(create)等六類，
每一類亦再細分為若干細類目。與舊版相較，新版將目標類別從一個向度改為兩
個向度(認知歷程與知識歷程)，因此促成了分類表(taxonomy table)的產生。而類
別關係也從舊版的「累積性階層」 (cumulative hierarchy)轉為「漸增複雜性階層」
(increasing complexity hierarchy)。因此若我們透過分類表來設計教學活動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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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更有效把握住知識由低至高，由記憶到創造，由具體事實性知識到抽象性後
設認知的過程，讓學生的學習成果可以更有效管控。
然而 Bloom 雖將教學目標分為認知、情意與技能三領域，但是卻只有在認
知與情意領域設定較完整的教學目標細項，即使新版也未對技能領域的教學目標
多加著墨。因此應用 Bloom 之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固然可以有效輔助認知
層面教育的需求，卻對技能層面卻會有侷限。李堅萍(民 90)曾針對 Simpson、
Harrow 與 Goldberger 三種技能領域教育目標進行比較研究，發現 Simpson 分類
理論的 7 大階層(詳見附錄二)，分別為(1)知覺(Perception)(2)趨向(Set)(3)導引下的
反應(Guided Response) (4)機械化(Mechanism) (5)複雜且明顯的反應(Complex
Overt Response)(6)適應(Adaptation)(7)創新(Origination)，明顯的可與 Bloom 模式
結合，因此最符合國內教學環境之需求。
對應到國內地理資訊單元的教學，如果我們現在要針對「地勢分析」來設計
教學與評量活動，那麼我們可以先在認知上評量學生是否「了解地勢分析的程序
知識」
，若學生評量不過，則進行地勢分析的理論教學，待學生確實了解地勢分
析的程序知識後，再給予學生進行「應用地勢分析程序知識」認知層面的評量，
若學生已在認知層面上知道如何應用地勢分析，那麼我們便可以給學生實際操作
GIS 中地勢分析的技能評量，這時，是在 GIS 教學中最容易遇到困難的時候，若
學生在這階段無法通過考驗，那麼我們就可以利用 Simpson 技能目標領域中的
「導引下的反應」，讓學生先依照老師提供的範例，按步驟一步一步操作，以求
確實達成技能分析中「導引下的反應」的目標，之後我們可以再給學生更多不同
的地勢分析測驗，以求學生可以達到「機械化」的目標。
(三)、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建構主義認為學生會依據個人的特質詮釋資訊與周圍的環境，透過觀察、處
理、詮釋與知識的特化來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是主角，而非旁觀者。知
識的體系應由學生自己建構出來，而老師的角色則是提供學生需要的協助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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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性學習領域裡常應用的建構主義理論有兩種分別為自我調整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與學習風格理論(learning style)，以下依序陳述:
自我調整學習是一個主動建構的歷程，在此歷程中，學生會依據特定工作的
察覺及對該工作的動機與情感來設定學習目標，並以此目標監督、控制與調整自
我的認知、行動甚至是情境(Puustinen and Pulkkinen, 2001)。而SRL可以視為學前
的思考計畫(forethought)、學習中的意志控制(volitional control)與學習後的自我反
思(self-reflection)三階段的迴圈(Zimmerman, 2002)。藉由強化學生的自我滿足與
學習動機，進而促成自我學習方法的不斷改良，而自律的學生(Self-regulated
learner)由於具有高度的學習動機，故在學業表現上往往可以獲得較高的成就。
然而要成功的運作自我調整學習模式，其先決條件在於學生必須要具有自我
調整的能力，否則迴圈根本無法啟動。因此在教學上給予學生的自由揮灑的空間
應該是漸進式的，一開始應給予學生適當的協助，當學生自我調整能力逐漸增強
時，才給予其更多的主控權(Aviram, Ronen, Somekh, Winer and Sarid, 2008 )。此
概念與鷹架理論剛好不謀而合，也就是說教師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所給予的輔助
應該逐漸減少，最後讓學生能獨自應用其新學的知識、技能(Lipscomb, Swanson
and West, 2004)。
至於學習風格方面，該研究在心理學與教育學領域中有相當悠久的歷史，而
且已許多學習風格模型被提出。Steiner, Nussbaumer and Albert (2009)認為這些模
型可以依其定義概分為五類，且都有機會於適性學習系統中實現，例如第一類模
型是假設人與生 俱來 便有聽覺 (auditory) 、 視覺 (visual)、觸 覺 (tactile)與動覺
(kinaesthetic)四種主要學習風格模式(e.g. Dunn & Griggs, 2003; Gregorc, 1979)；第
二類模型則是認為學習風格的不同乃是由於每個人心中的認知風格就有所不同。
例如 Riding 與 Rayner (1995)即認為學生可分為文字型與圖像型兩種認知風格，
兩種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自動採取不同的學習策略。；第三類則是把學習風格當
作 是 人格 特質 中 的一部 分 ，具 體的 範 例為 邁 爾 斯 -布 里格 斯性格 分 類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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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 Myers &McCaulley, 1985)，在此分類指標下，
可以用四個人格特質來描述個體差異，分別是
A.外向型（E）/內向型（I）
B.感覺型（S）/直覺型（N）
C.理性型（T）/感性型（F）
D.判斷型（J）/理解型（P）
四個向度在每個人身上會有不同的比重，不同的比重會導致不同行為差異性
的表現，以上四個維度兩兩組合，共有十六種類型。教師們可因學生類型的不同
來給予不同的教學；第四類則是認為個人的學習風格會隨學習對象與環境而改變，
但是長期而言，仍有一固定的模式。Kolb的學習風格(Kolb & Kolb, 2005)是該類
模型中最常見的，他認為每個人在學習過程中通常會經歷「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 CE)」→「反身性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 RO)」→「概念化(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AC)」→「主動的實驗(Active Experimentation, AE)」四階段，
最後再回到具體經驗(CE)的循環，只是每個人在面對特定學習對象或目標時，所
在的位置不一樣，因而構成四種學習風格，即位於CE-RO間的分散型(Diverger)、
RO-AC間的同化型(Assimilator)、AC-AE間的聚合型(Converger)與AE-CE間的調
適型(Accommodator)四種；最後一類則是將學習方法、策略視為學習風格。
Vermunt (1996)所提出的學習風格目錄(Inventory of Learning Styles)是該類中的重
要範例，他認為學生的學習風格可依其本身既有的認知結構與新學習事物之間的
連結模式來作畫分，共有四種型態，分別為無相關型(undirected)、再現連結型
(reproduction directed)、有意義的連結型(meaning directed)與藉由實作產生連結型
(application directed)。每一種在學習策略與學習心態皆不相同，教師得依據其學
習風格來給與適當輔助。因此當我們在設計適性學習系統時，就可以依照學生不
同的學習風格派送不同的教材，以達到適性的目的。
綜觀當前學習系統的開發模式，建構主義教學系統研發是當前西方教育界最
熱門的研究領域(Molenda, 1997；Driscoll, 2007；Reiser, 2007；Willis, 2009)。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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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傳統教師本位的學習環境，建構主義取向的教學期待教師能營造一個以學生
為本位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學習過程，但該理論在本研究中卻有難以
實施的問題。因為不管是「適性呈現」或者「適性導向」，啟動的依據多半是來
自於學生本身的特質，若依行為主義或認知主義的主張，可以藉由單純分析學生
的學習狀況與程度來啟動該項功能。但以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所需考慮的還包
括了學習時的情境、學習過程中的各項活動，以及學習時群體相互影響的效應等
要素，通常需要學生投入相當長的學習時間，才可看到其輔助學習的成效。由於
本研究所欲開發的系統，是要讓學生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獲得學習成效，因此若以
建構主義為基礎來設計系統，則有違系統設計的預期目的。
再者，我國的地理教育在長期以來便一直以 Bloom 認知分類作為最主要的
教學設計依據(陳國川與施添福，民 76)。蔡慧瓊(民 100)曾針對 8 位高中地理教
師在進行 GIS 教學時的教學模式進行訪談，結果發現全部教師都採用認知主義
的學習理論來進行教材的編撰，因此若採用認知主義作為系統開發的基礎，教師
也較易接納。
由此看來，認知主義中的 Bloom 認知分類與 Simpson 的技能分類較適合作
為本系統之教育理論基礎。然而以定義而言，GIS 的技能屬於數位技能的一種。
陳怡真(民 96)認為在進行數位技能領域的教學設計時，教材設計者需透過循序漸
進的設計模式，一開始先讓學生建立技能相關的認知基礎，接著藉由多媒體或影
片進行示範，以利學生掌握技能訣竅並將技能內化，達到靈活運用的程度。顧大
維與黃永欣(民 100)也認為在從事數位技能領域的教學時，多媒體與影片是相當
重要的工具，經過良好設計的示範影片，可以讓學生們快速而確實地學到數位技
能。因此若要確保學生在系統內學習時，可以順利達成 Simpson 理論中的「導引
下的反應」
，就應該在適當的時機提供給學生有關 WebGIS 操作的影片教學，讓
學生可以確實掌握操作的重點。
三、適性學習系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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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學習系統的教學功效雖然屢獲肯定，但是卻一直未大量普及，其關鍵原
因在於其開發過程不僅所費不貲、耗時耗力，而且往往只針對單一主題教學，主
題進行開發完後，便不再更新(Eklund and Sinclair., 2000；De Bra, Aerts, Berden,
and De Lange, 2003)，因此一般教師很難有機會使用這類型系統。Dagger, Wade
and Conlan (2005)認為要克服這種狀況，有兩個問題要解決，分別是系統結構的
重新調整與提供容易使用的適性教材編輯軟體(adaptive authoring softeware)。在
系統結構的重新調整部分，早期的 ALS 在開發適性教材時就得要一併更動系統
的主結構，而這無形中阻擋了一般教師參與課程開發的機會；再者，在適性教材
編輯軟體的提供部分，早期的系統課程開發並沒有圖形介面的編輯系統，課程開
發者除了要了解系統的運作邏輯外，還需要具有特定的程式語言基礎才能參與。
上述兩項困難造成早期適性學習系統一直無法普及。
目前針對這兩項困難的解決，在系統結構的重新調整部分，已有許多系統架
構都已經達成了把系統模組與課程內容分開的格式。例如由荷蘭的 Adaptive
Hypermedia Application Model(AHAM)架構(De Bra, Aerts, Smits and Stash, 2002)
與英國的 Adaptation Language(LAG)架構(Cristea and Verschoor, 2004)；另外，在
適性教材編輯軟體部分，已有相當多開放原始碼軟體被提出，例如由荷蘭所提出
的 Adaptive Hypermedia Architecture, AHA(De Bra et al., 2002)、英國所提出的 My
Online Teacher(MOT+)(Cristea, 2004) 與 Adaptive Course Construction Toolkit
(ACCT)( Dagger et al., 2005)，以及澳洲的 Learning Activity Management System,
LAMS）(Dalziel, 2006)等等。這些軟體都內建了多樣化的評量與教學活動模組，
教師可針對特定的學習理論，在這些軟體中編寫適性教材。
表面上看來，我們似乎有相當多樣化的選擇，但是若以實務上來看，有幾樣
平台本身設計上的限制，讓它們在台灣無法適用。首先，這些系統的開發都在國
外，因此許多系統的字體編碼無法適當呈現中文(如 AHA、MOT+與 ACCT)；再
者，許多平台雖然在開發教學活動上已較過去簡便，但很多時候，仍需要教師們
以撰寫程式碼的方式來達成(如 MOT+與 ACCT)，造成多數一般教師在參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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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設計時，受到相當大的阻礙；最重要的是，許多系統平台在監控學生學習
狀況的功能上，根本沒有圖形界面的設計。經過比較，考量系統的開發難易度與
之後推廣到實際教學現場的可行性後，澳洲 MacQuarie 大學所研發 LAMS 系統
在教學活動開發上較簡易，同時可支持中文字體的呈現，相對於我國來說較適當
的開發平台 (表 2-2)。
表 2-2 開放原始碼適性學習平台之比較
軟體名稱

主要適性
功能取向

教學活動開 是否
發難易度
支持
中文

是否提
供管理
者或教
師圖形
監控學
生界面

AHA
(De Bra et al., 2002)

適性呈
現、適性
導向

低

否

無

MOT+(Cristea, 2004)

適性呈現

高

否

無

ACCT( Dagger et al.,
2005)

適性呈
現、適性
導向

高

否

無

LAMS(Dalziel, 2006)

適性導向

低

是

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選定了適當的學習理論作為教材編撰基礎，並且找出符合我國需求的適性學
習平台之後，接下來所要面對的便是如何整合 GIS 教材。雖然 LAMS 本身並未
有發布 WebGIS 服務的能力，以其原有的教材編輯模組僅能滿足編撰 GIS 認知層
面教材的需求，對於編撰 GIS 技能層面教材的能力仍有所欠缺。但是由於目前
LAMS 已具有安插系統外多媒體的能力，若能採取平行開發模式，LAMS 僅承載
教材內容，而前一節所提到的各種 WebGIS 服務，則另外開發，並以多媒體方式
安插入 LAMS 的教材當中，便可賦予 LAMS 實施 GIS 技能層面的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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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已預估 LAMS 與 WebGIS 的結合，具有解決我國高一地理資訊單
元學習困難的機會，但是由於該種結合模式並無前例可循，因此為確保系統可達
成預先設定的開發目的，依循適當的系統設計流程便顯得相當重要。

30

第四節 教學系統設計流程
教學系統設計（I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ISD）指的是藉由適當的設計流程
來研發出讓學生可以獲得有效學習的系統或教學模式(Merrill and & ID2 Research
Group, 1996)，因此若要設計出有具體學習效果的系統，依循適當的 ISD 便是相
當重要的一環。本研究旨在開發一套結合 WebGIS 與適性學習概念之學習系統，
因此本質上屬於教學系統的開發。以數位學習的蓬勃發展的狀況來看，目前已有
相當多的模型可以作為設計教學系統時的依據，在本節中首先將介紹比較常見的
三種模型，並於之後討論適合作為本系統開發的模型為何。
一、教學系統設計模型
目前比較常見的三種模型有 Dick 與 Carey 系統化取向模型(The Dick and
Carey Systems Approach Model) (Dick, Carey and Carey, 2001)、ADDIE 模型
（Analysis→Design→Development→Implementation→Evaluation）(Molenda, 2003)，
以及快速雛形建構(Rapid Protptyping)模型( Piskurich, 2006)。三種模型內涵詳述
如下：
(一)、Dick與Carey系統化取向模型
三種模型中最完備的是 Dick 與 Carey 系統化取向模型，其步驟如圖 2-5 所
示，可分為(1)決定教學目標(2)進行教學分析(3)分析起點行為(4)敘寫表現目標(5)
發展效標參照測試(6)發展教學策略(7)選擇與製作教學媒體(8)實施形成性評鑑(9)
實施總結性評鑑等九項步驟。但是該模型雖然完備而嚴謹，卻相當耗時耗力，因
此通常是大型的研發團隊才會採取此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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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Dick 與 Carey 系統化取向模型
資料來源：(Dick et al., 2001)
(二)、ADDIE模型
至於ADDIE模型則是目前最常見的教學系統設計模型，其步驟如圖2-6所示，
依序為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實施(Implementation)
與評鑑(Evaluation)等五項。在分析階段，其主要工作為確定教學目標、教學困難、
學生的學習起點及學習環境狀況等；設計階段，則是決定教學策略與選定適當的
教學媒體；發展階段，是以設計階段所決定的教學策略與教學媒體發展出適當的
教學系統；實施階段，則包含了系統的雛型測試與大量推廣；最後的評鑑部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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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ADDIE 模型
資料來源：(Molenda, 2003)

可以分為形成式評鑑與總結性評鑑，形成性評鑑指的是在包含設計以及之後的各
階段中，找出之前未被考慮到的因素、未被發現的困難以及可能的發展契機等，
以確保系統能有效運作。而總結性評鑑則是指系統在實施之後進行相關資料的蒐
集，以評斷系統是否可真的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與Dick與Carey系統化取向
模型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評鑑的位置，兩種模型雖然都有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
評鑑，但Dick與Carey模型是將形成性評鑑獨立出一個階段，ADDIE則是將它打
散在分析、發展與實施四個階段中。由於Dick與Carey模型在每次形成性評量後，
都有機會進行較完整的設計輪迴，因此若我們以系統的完善度為主要訴求，那麼，
該模型將是我們最佳的選擇；但是相對的，ADDIE模型雖然在嚴謹度上稍作妥
協，卻可以讓我們的系統開發流程加快許多。因此在規模較小的開發團隊上，以
及具有開發時間壓力的情況下，ADDIE是較為適當的選擇。
(三)、快速雛形建構模型
Tripp與Bichelmeyer (1990)認為傳統的教學系統設計模型有一項相當重要的
特質，那就是在整個設計流程中特別注重形成性評鑑，然而這種評鑑模式常是造
成系統開發曠日廢時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由於評鑑過於嚴謹，往往造成系
統連雛形都無法建立，因此他們特別提出快速雛形建構模型。該模型的特點在於
先求得系統雛形的產生，之後再逐步改進。
如圖2-7所示，首先由學生或學科專家處先蒐集初步資訊，以取得系統設計
的依據，接著便設計出系統雛形，以便接受專家及學生的審查。審查完畢後，便
可依專家與學生的建議改良系統雛形，並加以發展與實施，最後再進行評鑑。由
圖九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模型可以讓系統快速而且持續的進行更新，而讓學科
專家與學生在設計過程中持續參與的模式，其與網路教學平台的運作狀況亦相當
契合，因此目前該種模型多半應用在網路教學平台的設計(Berm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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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快速雛形建構模型
資料來源：(Piskurich, 2006)
雖然快速雛形建構模型有時間上的優勢，但在要求開發流程快速的影響下，
往往會造成系統品質的低落。Botturi, Cantoni, Lepori and Tardini (2007)分析目前
許多以快速雛形建構模型的系統時便發現，許多系統由於發展速度相當快，因此
當某一設計或實施階段執行狀況不良時，往往會對後續階段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
響；而且由於更新時間相當短暫，因此系統在各版本間的變化通常也非常有限，
無法有大幅進步的機會。
二、系統開發採用模型
Willis(2009)曾針對教學系統設計的文獻進行回顧，發現所有的教學系統設計
模型都會涵蓋到兩項重要意涵，其一是教學法(Pedagogical meaning)的意涵，其
二為歷程(Process meaning)的意涵。教學法的意涵指的是在設計系統的過程裏，
某些特定的學習理論、教學原則或策略會應用在教材的編寫與系統主要邏輯當中；
而歷程的意涵，指的是系統的教學資源或教學素材，必須要按照一定的順序與流
程才能產生。雖然所有的模型都具有上述的兩層意涵，但是在本質上卻可能有相
當大的不同。表2-3即是前文所提到的三種模型所隱含的知識論類型與學習理論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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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不同教學系統設計模型所隱含知識論與學習理論之比較
教學系統設計模型

知識論類型

傳統式模型(如Dick
與Carey系統化取向
模型、ADDIE模型)

實證主義
行為主義、訊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ositivism)、後 Processing Theory)、認知主義、教學主
實證主義
義(Instructionism)與指導教學（Direct
(Postpositivism) Instruction）等

建構主義式模型(如
快速雛形建構模型)

詮釋主義
(Interpretivism)

學習理論

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等
資料來源：(Willis, 2009)

由上表可知，依Dick與Carey系統化取向模型與ADDIE模型所開發出來的系
統，通常是假定某一特定知識或學習單元具有一套「最適當」(實證主義)或者「可
能最適當」(後實證主義)的教學模式，所以在一開始的分析階段會進行相當嚴謹
的理論推導或實驗驗證，以求得最適當或可能最適當的教學模式後，再進行系統
的設計與開發；相對的，依快速雛形建構模型所建立的系統，通常認定所謂最佳
或可能最佳的教學模式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同的教學模式對於不同的學習族群產
生的效果一定不一樣，所以系統開發的重點在於先鎖定特定的學習族群，接著藉
由一開始簡單的資訊蒐集後，先提出一套系統雛型。接下來便進入系統雛型、審
查，接著再重新設計或改良的快速循環中。而在這裏，「審查」通常是指學生直
接操作後所產生的回饋。藉由特定學習族群不斷的回饋，也就促成了系統不斷獲
得改進的機會，讓系統可以越來越滿足特定族群的學習需求。
由前一節所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本研究所開發的系統是以認知主義作為學
習理論的基礎，因此採用的教學系統設計模型以傳統式模型(如Dick與Carey系統
化取向模型、ADDIE模型)較為適合。而考量到開發的時間與人力，則選用ADDIE
模型又較Dick與Carey系統化取向模型適當。然而若依照傳統ADDIE模型，在最
後總結性評鑑之前的各階段僅實施簡單的形成性評鑑，若系統有重大問題時將無
法及時改進，造成系統開發成效不彰。為此，Czaja與Sharit(2012)認為ADDIE模
型可與其他的方法相互搭配，以提升系統開發成功的機率。例如在發展與實施這
兩階段的中間可以採用雛型方法(Prototyping)開發模式，透過小規模的系統測試
來了解系統是否有需要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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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嘗試將 WebGIS 與適性學習系統結合來進行教學，考量到本系統將
WebGIS 與適性學習系統結合後，在操作複雜度上，已較一般 WebGIS 來的高，
有必要對系統進行優使性評估。因此在本系統的 ADDIE 開發流程中，將優使性
評估導入，作為雛型方法開發模式，可讓系統開發成功的機率更為提升。
為了探討個別系統的優使性，便需要有評估的方法。Harms 與 Schweibenz
（2007）以測試的對象進行區分，將測試方法分為兩類：以專家為中心以及以使
用者為中心。以專家為中心是透過客觀的滿意度測量與啟發性使用習慣作為測試
依據，針對內容、準則、認知演練等進行測試；至於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測試方法
則是利用訪問、觀察、問卷、討論或實驗測試等方式了解分析使用者的反應，進
一步進行使用者調查。兩者之間實施的階段有所差異，以專家為中心的測試方法
通常於系統設計設計初期階段實施，而以使用者為中心則是在系統發展後期階段
實施。
Gena 與 Weibelzahl (2007)曾對檢測適性學習系統的優使化技術加以彙整，結
果發現，雖然適性學習系統在進行優使化測試時所用的方法與傳統的優使性測試
一樣，但是有兩點是必須要加以注意的。第一是避免僅使用專家評測而拒絕一般
使用者評測，因為專家永遠無法完全預測到一般使用者的使用模式；第二則是選
擇的施測的樣本必須要具有代表性，若施測樣本與系統所要服務的對象間差異太
大，那麼將無法評測出真實的狀況，進而影響系統改進的效能。因此若要針對系
統儘量找出優使化問題，專家測試與一般使用者的測試皆需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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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由對照台灣與國外在中學階段推廣 GIS 教育所遭遇之困難來看，我國在高一
推動 GIS 教育最大的兩項困難在於「整體課程過於緊湊」與「缺乏易於取用且
具有空間分析功能的 GIS 軟體」，其結果造成我國過於偏重在認知層面的教學，
而缺乏技能層面的訓練。但根據 Wang 與 Chen(2013)的研究發現，大部分教師
(92%)仍希望學生們有機會實際操作 GIS 的空間分析功能
以目前WebGIS技術的發展狀況來看，WPS可以讓使用者直接透過網路提供
的服務進行空間分析，讓空間分析真正達到雲端運算的效果。因此若可以開發出
具有WPS功能的WebGIS教學網站，將可克服缺乏適當GIS軟體這一項困難。另一
方面，適性學習系統在考量學生的學習目的、能力和個人特質下，可以派送最適
合每個人需求的教學多媒體與評量，以便讓學生可以有效而快速地的完成學習過
程，其設計訴求剛好與整體課程過於緊湊這一項困難相呼應。因此若能開發出結
合WebGIS的適性學習系統，將有機會解決我國高一地理資訊單元教學所面臨的
困境。
雖然預估適性學習系統與 WebGIS 的結合，具有解決上述困境的潛力，但是
由於該種結合模式並無前例可循，因此依循適當的教學系統設計模型，可確保系
統達成預先設定的開發目的。而以系統的教學理論基礎與開發時所需的時間及人
力而言，以 ADDIE 流程來進行開發，最符合本研究需求。本研究嘗試將 WebGIS
與適性學習系統結合來進行教學，雖然 WebGIS 在優使性上已較 Desktop GIS 改
善許多，但是也有相關研究證實 WebGIS 在優使性上仍有改進空間，考量到本系
統將 WebGIS 與適性學習系統結合後，在操作複雜度上，勢必較一般 WebGIS 來
的高，因此有必要對系統進行優使性評估，以有效提升系統教學效能。

37

38

第三章 系統開發
本章共分為三節來描述系統之開發，第一節為開發流程之介紹；第二節為系
統教材之規劃；第三節則闡述系統設計之邏輯，以下分別加以描述。
第一節、開發流程
本研究之系統開發流程如圖 3-1 所示。依據 ADDIE 模式，在「分析」階段以
文獻回顧為主要分析法，找出台灣推廣中學 GIS 教育之困難，以及目前的解決
模式(以 WebGIS 進行教學)，接著並回顧適性學習系統相關文獻，發現結合
WebGIS 與適性學習系統具有相當潛力，可改善固有 WebGIS 教學不足之處；因
此在「設計」階段，提出結合 WebGIS 與適性學習系統之概念；並於「發展」階
段開發出系統雛型；在「實施」階段進行兩次系統優使性評測。兩次改良中，第
一次對象為「專家」
，第二次對象為「學生」
，其評測結果作為系統改進之依據。
最後在「評鑑」階段為了確認系統之教學成效，則採用準實驗研究法進行驗證。
由於「實施」階段之系統優使性評測與「評鑑」階段之系統教學成效所占篇
幅頗多，為了讓讀者有較佳的閱讀感受，研究者在此章之後續兩節中，僅針對「發
展」階段所開發出的系統雛型進行描述，系統之優使性評測與教學成效將於第四
與第五章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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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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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教材規劃
在進行系統教材開發前，需先進行系統教材規畫，由於適性學習系統在進行
教學時，必須先要有評量來評估學生的學習程度，才可派送適當的教材，因此此
部分必須要包含教材設計與評量設計兩部分。以下謹就教材設計與評量設計兩部
分分別介紹：
一、教材設計
在教材設計部分，本研究藉由分析現行課綱與教材來釐清系統教材應如何設
計，其分析如以下所述：
1.課綱分析
依據表 3-1 中所列舉的 99 課綱中「地理資訊」單元條文(教育部地理學科中
心，民 99)，可以看出其具體內容分為兩大面向，一是 GIS 的原理了解，二為
GIS 的實際應用。在 GIS 的原理了解部分，課綱要求學生必須要了解 GIS 的組成
要素並且能區分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其中在 GIS 的組成要素部分涵蓋了硬體
(hardware)、軟體(software)、資料(data)、人員(people)與程序(procedures)等等
(Heywood, Cornelius and Carver, 2006)。在 GIS 的實際應用部分，課綱要求學生
必須了解地理資訊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以及 GIS 的功能與應用潛力，並且能
進一步運用 GIS 來處理生活周遭的地理議題，以達成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個層
面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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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99 課綱中「地理資訊」單元之學習目標
主要概念

具體目標

地理資訊內涵（空間資料及屬性資 1-1 能分辨資料的類型
料）
1-2 能分辨地理資訊和非地理資訊
1-3 能區分空間資料及屬性資料
1-4 應用圖表將蒐集資料加以分類
與歸納
生活中的地理資訊

2-1 能了解地理資訊在現代社會的
重要性

地理資訊系統的組成、功能與應用 3-1 能了解地理資訊系統的組成要
素
3-2 能了解地理資訊系統的功能及
應用潛力
3-3 能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查詢或展
示生活週遭的地理議題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網站(民 99)

然而，課綱僅規定「地理資訊」單元的教學方向，對於教學的細節，例如學
生應該了解那些 GIS 的功能，或者有哪些地理議題是何以 GIS 來呈現並未詳加
描述。因此要了解「地理資訊」單元的教學細節，勢必得要由分析現有高中教材
才可得知。
2.教材分析
目前國內地理教科書市場的主要競爭者有翰林、龍騰與南一三家出版社，其
編製的教材乃是以課綱為本，經審定過後才可在教科書市場中出版，因此教科書
可以說是課綱內容的擴充，同時也是國內各高中進行 GIS 教學的重要素材。本
研究針對三家出版社高一地理教科書 GIS 單元之內容與架構進行整理，其內容
架構如下(表 3-2、表 3-3、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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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翰林版高一地理科教科書 GIS 單元內容架構
第一節 地理資訊系統內涵與結構
一、地理資訊系統介紹
二、資料儲存方式
1.

向量式結構

2. 網格式結構
專有名詞：網格解析度
3. 向量式與網格式的比較、選擇
第二節 GIS 的功能與應用
一、資料蒐集與管理
二、查詢
1.

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

2.

空間查詢與屬性查詢

三、展示：各種一般或主題地圖繪製
四、空間分析
1.

環域分析：點、線、面環域分析

2.
3.

疊圖分析
路網分析：最佳路徑分析或服務範圍規劃

4. 地形分析：使用地形網格資料，計算坡度、坡向、黑白暈渲、視
域分析、地形模擬與展示
五、GIS 應用範例－垃圾掩埋場選址：
將河川周圍 400M、斷層線兩側 100M、聚落周遭 150M 之環域
以 OR 的方式運算，得出不可設置焚化爐之範圍

資料來源：（翰林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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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龍騰版高一地理科教科書 GIS 單元內容架構
第一節 地理資訊系統的功能
一、地理資訊系統的組成
1.
2.

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
向量資料與網格資料

二、地理資訊系統與生活
1.

空間查詢

2. 最佳路徑分析
3. 地形分析：坡度、坡向、視域分析、海平面上升模擬
專有名詞：數值地形模型
4.
5.

環域分析
疊圖分析：埔里鎮購屋選址決策支援

第二節 地理資訊系統實作
以「Google 地圖」與「臺灣新舊地圖對照」為範例說明地理資訊系統的查
詢、最佳路徑分析、疊圖分析及展示等功能。
資料來源：（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99）

44

表 3-4 南一版高一地理科教科書 GIS 單元內容架構
第一節 地理資訊與生活
一、網路 GIS 服務
二、行動 GIS 服務
第二節 地理資訊系統與應用
一、GIS 資料庫
1.向量模式
2.網格模式
3.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
二、GIS 分析功能
1.查詢分析(空間查詢與屬性查詢)
2.地形分析：坡度、坡向、水系、等高線繪製、視域分析
3.環域分析
4.疊圖分析
三、GIS 分析範例--校地選址
依序以查詢分析(屬性查詢與空間查詢)、地形分析、環域分析、疊圖分析與
視域分析找出最佳設校地點。
四、GIS 展現功能
資料來源：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99）

大體而言，各家版本的差異不大，多半依循著課綱的順序編排，在一開
始先介紹 GIS 技術的原理原則，之後再進行各項分析功能的闡述。值得一提
的是，課程最後多以一綜合性的 GIS 分析範例作為結束。由此可知各版本的
編撰委員多期盼學生在學習完該單元後，可以將 GIS 在生活中靈活運用，統
合性地使用各種 GIS 分析功能。
以文獻回顧所探討的學習理論來看，最適合作為我國高一地理資訊單元
教學的模型為 Bloom 認知教育目標分類與 Simpson 技能教育目標分類。因此
若以課本的編輯順序搭配學習理論，我們可以規劃出系統的教材模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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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的功能

向量 VS.網格

空間查詢

空間 VS.屬性

屬性查詢

Bloom 認知教育目標分類

疊圖分析
Bloom 認知教育目標分類

環域分析

地勢分析

路徑分析

+
Simpson 技能教育目標分類

綜合分析
圖 3-2 系統教材模型
一開始針對 GIS 的資料結構，可先以新版 Bloom 認知教育目標作為教學與
評量之根據。而適性學習系統的運作模式，通常是先以評量考驗學生的學習狀況，
再決定應派送何種教材，所以系統在第一階段應先考驗學生是否了解空間與屬性
資料的不同，以及圖層資料中向量與網格模式的差異。若學生在第一階段無法答
對問題，便派送適當的教學資料給予學生學習，待學生學習完畢或答對問題後，
才可進入第二階段---GIS 的各種分析功能。在此階段由於尚未有技能學習的內容，
因此以 Bloom 認知教育分類便可達成教學效果。其模式如圖 3-3 所示，系統先派
送一題有關空間資料庫特性的例題給學生，若學生作答正確，代表學生已了解空
間資料庫特性，因此可進入 GIS 分析功能的單元進行學習；反之，若學生在此
例題即答錯，代表學生對空間資料庫的特性仍不了解，因此系統會派送空間資料
庫的教材資料給學生，學生必須要閱讀完畢後，才可進入 GIS 分析功能的學習。

圖 3-3 第一階段教材規劃模式
46

至於在 GIS 的分析功能學習部分，一樣先考驗學生在各種分析功能的認知能
力，若無法答對，則派送認知層面的教學資料。但是由於學生要進入 GIS 技能
學習前，應先建立技能相關的認知基礎，依照 Bloom 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來
看，以環域分析為例，要學習 GIS 分析功能所需要的認知程度，至少要達到表
3-5 中「應用程序知識」(如例題三)的程度。若一開始便以此層級的認知題考驗
學生，除了考題難度過高外，更可能會造成學生在學習上的失落感。因此系統在
第二階段的認知試題派送上，一開始先以較低認知歷程向度與知識向度的題目
(如表 3-5 中的例題一與例題二)考驗學生程度，再進入到較高認知歷程向度與知
識向度的題目(如表 3-5 中的例題三)。是故系統在第二階段的教材規劃如同圖 3-4
所示，若學生已通過認知層次的考驗，或者沒通過但已完成了系統所派送的補救
教學教材，那麼系統便可以派送給學生環域分析的技能評量，這時，是在 GIS
教學中最容易遇到困難的時候，若學生在這階段無法通過考驗，那麼就可以利用
Simpson 技能目標領域中的「導引下的反應」，讓學生先依照老師提供的範例，
按步驟一步一步操作，以求確實達成技能分析中「導引下的反應」的目標。透過
Bloom 認知教育目標，再搭配 Simpson 技能領域目標分類以確保學生們可以達到
「知行合一」的目標。
表 3-5 環域分析認知層次試題示例
認知歷程向度
知識向度
1.記憶

2.了解

3.應用

例題一

例題二

4.分析

5.評鑑

6.創造

A.事實知識
B.概念知識
C.程序知識

例題三

D.後設認知知識
例題一：了解環域分析的概念。
例題二：了解環域分析可應用在那些地理問題上。
例題三：可在一連串的 GIS 分析流程中判斷哪些步驟是使用環域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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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第二階段環域分析教材規劃模式

在此區段有一項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由於 GIS 的各種分析功能彼此之間
並無明顯前提關係，因此其在概念圖上的區塊便處於彼此相互獨立的狀態，但是
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仍須要確保學生必須進入全部區塊，以使其在各種分析功
能上的學習不會有所遺漏。而由各版本課本的編排可以看出，在學習完所有的分
析功能後，多以一綜合性的 GIS 分析範例作為結束，因此以系統的教材規劃而
言，在學習完所有個別的 GIS 分析功能後，應安排一綜合性的分析，以確認學
生是否可靈活應用各種 GIS 分析功能。
二、評量設計
系統內所需要的評量包含了認知層面試題與技能檢定試題兩部分。在認知層
面試題部分，研究者透過蒐集歷年學測、指考、國內高中段考試題，以及自編試
題方式來取得試題。試題內容涵蓋圖 3-2 內所有項目，包括 GIS 基本原理與各種
GIS 分析功能。試題整理完畢後，邀請三位國內 GIS 教學專家(包含一位大學教
師、兩位高中 GIS 種子教師)進行試題檢定，所有試題皆確定其效度可準確測量
特定 GIS 概念或分析功能，並符合原先所定義的認知歷程向度與知識向度。其
試題內容如附錄三所示。
在技能檢定試題部分，由於國內並無相關試題可供參考，因此以自編方式將
自行開發的 WebGIS 發布之服務嵌入評量活動中。其試題內容如附錄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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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認好教材規劃後，便可進行系統設計，其中涵蓋了所需開發的 WebGIS
服務與學習平台之架設，此部分內容將於下一節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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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設計邏輯
本系統採學習平台與 WebGIS 服務整合模式，教材部分主要建構於學習平台
上，其中包含了教學與評量模組；而教材中不管是教學與評量模組皆需要讓學生
進行 WebGIS 軟體操作的部分，則先在 GIS 伺服器端發布網路服務，再將所發
布服務嵌入教學或評量活動中。以下分別就 GIS 網路服務與學習平台分別介紹：
一、GIS 網路服務
本 系 統中的 WebGIS 功能由三種模 式進行 發布，分別是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ArcGIS Server 與 GeoServer WFS 搭配 52north WPS，以下依序介
紹三種模式與其在系統中的應用時機：
(一)、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
Google 自從在 2005 年初發佈 Google Maps 受到廣大使用者回應後，在同年
的年中也發布了 Google Maps API，讓一般使用者也可以在他們個人網站上使用
到 Google Maps 的服務。從一開始，Google Maps 就以 JavaScript 版本的 API 服
務，雖然後來才又開放出 Flash 版本的 API，但是由於其使用人數與 Javascript
版落差太大，便停止 Flash 版本 API 的開發，就目前為止 Google Maps API 的服
務以 Javascript 版本為主要大宗。由於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使用與後續開發，
Javascript 版本的功能已相當強大。
圖 3-5 為 Google Maps API 的運作模式，通常使用者藉由客戶端瀏覽器連入
第三方網頁伺服器中進行網頁瀏覽某一特定頁面，這時第三方網頁伺服器管理者
若想要讓使用者在這特定頁面使用到 Google Maps 的服務，便可以以 Javascript
的方式將 Google Maps 嵌入網頁中，讓使用者在此頁面可以看到 Google Maps。
而這時使用者便可以在這頁面當中的 Google Maps 進行拖曳、放大縮小，甚至
是查詢。若此時網頁伺服器管理者想要讓使用者可以使用更多 Google Map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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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利用 Google Maps 進行路徑分析)的話，只要修改該特定頁面的程式碼即可。
由於 Google Maps 本身已經擁有衛星影像、交通路網和大比例尺電子地圖的資
料，加上其高知名度，許多人已對其介面相當熟悉，而且若以其 API 進行 WebGIS
開 發 的 網 頁 屬 於 非 營 利 性 用 途 ， 便 可 免 費 使 用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javascript/usage?hl=zh-tw) 因 此
本研究在選擇 GIS 伺服器時，便將其列為必要選擇。

Google Maps
伺服器

送出查詢

第三方
網頁伺服器

送出查詢

客戶端
瀏覽器

傳回資料

傳回資料

圖 3-5 Google Maps API 運作模式
(二)、ArcGIS Server
ArcGIS Server 是由美商 ESRI 所發展出來的 WebGIS 伺服器軟體，其特點在
於開發文檔豐富，且具有相當數量之空間分析功能。由於雖然以 Google Maps API
來進行 WebGIS 服務具有免費的優點，但是還是有許多 GIS 的功能受到限制；相
對的，以 ArcGIS Server 開發雖然需要付出一定的軟體授權費，但因其開發文檔
豐富，且具有系統教材所需之空間分析功能，因此本研究也另外使用 ArcGIS
Server 發布一系列 Google Maps 所缺乏的 WebGIS 功能，以補足教學所需。ArcGIS
Server 的運作模式如圖 3-6 所示，GIS 伺服器由伺服器物件管理者(Server Object
Manager, SOC)、伺服器物件匣(Server Object Container, SOC)與 GIS 資料庫所共
同組成。SOM 主要的功能是管理調度 WebGIS 的服務，而 SOC 則是負責裝載
WebGIS 服務。同時，我們也需要設立一個網頁伺服器，所負責的工作就是以
API 的模式跟 GIS Server 互相聯繫，並且接收外面使用者的連線查詢。當使用者
從客戶端以瀏覽器或客戶端軟體(如 Arcexplorer)向網頁伺服器送出查詢時，網頁
伺服器會將訊息傳送給 GIS 伺服器，GIS 伺服器會由 GIS 資料庫中抽取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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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匯入 SOC 中成為 WebGIS 服務，而 SOM 則負責將這個 WebGIS 服務送到
網頁伺服器，再傳到使用者面前。

圖 3-6 ArcGIS Server 運作模式

(三)、GeoServer WFS 與 52north WPS
雖然 ArcGIS Server 已有發布空間分析服務的能力，但依系統教材規劃，本
研究預期開發出讓使用者可以直接針對特定圖層在遠端進行空間分析的 Web
GIS 服務。由於要在遠端針對特定圖層進行分析勢必要發布 WFS 與 WPS 服務，
雖然 ArcGIS Server 也可發布 WFS，但是在 WPS 部分，ArcGIS Server 所發布的
Geoprocessing 服務只能針對虛無圖層進行演算(例如只能以點選地圖上一點，並
針對該點劃出緩衝區的環域分析，而非針對特定圖層或圖徵進行環域分析)，而
且演算出來的結果圖層無法進行再次的空間分析，所以並不符合綜合分析教學活
動的的需求。而 52north WPS(http://52north.org)是目前技術相當成熟的 WPS 服務，
可用於提供適當的空間分析模組。但由於該服務僅專注在 WPS 上，若要讓使用
者可以在瀏覽器上進行空間分析，勢必得再提供 WPS 服務作為 52north WPS 執
行分析功能時之基礎圖層。目前與 52north WPS 相容性最佳的 WFS 伺服器軟體
為 GeoServer，因此若能透過適當的網頁編寫技術，編寫出可將 GeoServer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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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WFS 匯入 52north WPS 執行分析功能的網頁，除了可以達成以瀏覽器針對特
定圖層或圖徵在遠端進行空間分析的目的以外，分析完後所產生的結果圖層也可
以再次進行空間分析，讓使用者可以如同使用 Desktop GIS 軟體一般，連續性地
進行空間分析。
綜合上述三種 WebGIS 服務之介紹，可以發現其功能各有特長，其特色與適
合使用時機如表 3-6 所示。以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 而言，由於其台灣地區
圖資量相當豐富，加上可以在非營利情況下免費使用，可作為系統中大部分
WebGIS 網頁之底圖。再者，其路網資訊也是三種 WebGIS 服務中最豐富者，因
此若要開發路網分析功能的網頁，也應以其為第一優先；而 ArcGIS Server 在三
者中開發文檔最豐富，且具有相當之空間分析模組，在開發上相對容易，因此可
用於開發屬性查詢、疊圖分析與地勢分析之功能；至於 GeoServer WFS 與 52north
WPS 相互搭配所產生之服務，則屬於三者中與 Desktop GIS 最相近者，可針對特
定圖層或圖徵連續性地進行空間分析，故可用於開發環域分析與綜合分析功能。

表 3-6 系統內三種 WebGIS 服務之特色與適合使用時機
名稱

特色

適合使用時機

Google Maps

1. 底圖圖資豐富

作為大部分 WebGIS 網頁之底

Javascript API

2. 交通路網齊全

圖，與提供路網分析功能。

3. 國人熟悉度高
4. 非營利使用免費
ArcGIS Server

1. 開發文檔豐富

開發屬性查詢、疊圖分析與地勢分

2. 空間分析功能多樣

析之功能

GeoServer WFS 與 1. 可高度客製化
52north WPS

開發環域分析與綜合分析功能

2. 空間分析功能完備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以上述三種服務為基礎，本研究已開發出針對系統教材的眾多 Web GIS 服務，
其所對應的學習項目與所採用的 WebGIS 服務如表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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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系統內各學習項目所提供之 Web GIS 服務
學習項目

內容

服務來源

屬性查詢

以文字輸入搜尋框方式，找出所搜
尋學校位置。

Google Maps
API

負責功能
底圖

ArcGIS Server 空間分析
疊圖分析

圖層資料以選單方式呈現，共有公 ArcGIS Server
園綠地、捷運、學校與預訂購屋地
點等圖層，由點選圖層方式觀察那
些購屋地點可以符合預設的購屋需
求。

底圖、空間
分析

環域分析

直接繪出以河流周圍 300 公尺環

底圖

Google Maps

域，並與學校分布圖層疊圖，判斷 API
環域區域與那些學校校地重疊。
GeoServer WFS 河流圖層
52north WPS

空間分析

路徑分析

功能為點選地圖中欲前往之數個地 Google Maps
點，點按執行鈕後，便可直接規劃 API
出路線。題目則假設學生須前往指
定地區內四所學校，請其規劃出距
離最短路線。

底圖、空間
分析

地勢分析

功能為直接點選地圖中任一點，可 Google Maps
直接繪出視域範圍。題目則提供給 API
學生四個購屋地點，請其找出可看 ArcGIS Server
到海景之地點。

底圖

以防災避難為題幹，請學生
1. 以屬性查詢找出高中以上學校
分布。
2. 畫出河流周圍 300 公尺環域，並
與學校分布圖層疊圖，判斷環域
區域與那些學校校地未重疊，以
找出避難學校。
3. 設定有災民受傷，須從避難地(學

底圖

綜合分析

校)移送至特定醫院，請學生找
出最短運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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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

空間分析

GeoServer WFS 提供相關圖
層
52north WPS

空間分析

當開發合於教學需求的 WebGIS 服務的同時，也需考量到適性平台的架設，
以及該如何與 WebGIS 服務整合的問題。以下謹就學習平台的建構，與其如何跟
WebGIS 服務結合加以說明。
二、學習平台之建構

1.系統平台架構
本系統在學習平台上所採用的 LAMS 是一套建構於 JBoss Application
Server(JBoss AS)之上的適性學習平台，由於是以 JBoss As 為基礎，因此主要核
心由 JAVA 語言所寫成，主要功能為管理各種教學活動與評量，在系統中已有許
多安排教學活動之工具(如測驗、檔案上傳、心智圖等)可供使用，各個工具與系
統核心間以 API 模式進行溝通。在資料庫部份，系統中以 MySQL 建置學生基本
資料庫、教學活動資料庫、評量內容資料庫以及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以提供系統
實施適性呈現或適性導向之依據，而 JBoss AS 所產生之資料則透過 JDBC 寫入
MySQL。由於系統在設計時定位為一套可讓學生操作 WebGIS 之教學系統，因
此我們以 ArcGIS Server、Google Maps、GeoServer 與 52north Geoprocessing Server
所派送的 WebGIS 服務來達成此項需求，與其他系統內建的教學活動工具一樣，
地圖服務與系統核心之間則透過 API 模式來進行溝通 (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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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系統設計架構
系統內分為三種使用者身分，分別為學生、教師與系統管理者。學生登入系
統後，即可接受系統所發佈之評量與教學活動進行學習，學習完畢後系統會自動
為學生產生學習狀況報表，讓學生了解自我學習狀況；教師則負責課程設計，其
中包含評量內容與教學活動的安排，當學生完成學習進度後，教師可登入系統掌
握學生學習狀況，以找出是否有經系統教學後仍需額外輔導之學生，並決定未來
課程設計是否需要更改；系統管理者則負責維護 LAMS 以及開發後端 WebGIS
Server 的網路 GIS 服務，尤其是當教師們在評量或教學活動中需要特定的網路
GIS 服務時，系統管理者必須開發出適當網路 GIS 服務給予教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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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運作模式
以下藉由學生接受教學活動過程來展示系統之實作，其具體狀況如下。
當學生登入系統後，即可看見如圖 3-8 之畫面，我們採取一般網頁中三欄式
版型。左上角共有三個按鈕，分別為「重新開始」
、
「登出」與「匯出學習歷程紀
錄」
，
「重新開始」鈕是當學生不小心點錯連結時，可回到教學活動啟始點之用；
而「登出」則是學生在完成全部教學活動後登出系統之用；至於「匯出學習歷程
紀錄」則是可以讓學生們將自己在系統中學習的歷程以壓縮檔格式匯出，以便之
後檢討學習成果之用；而左側下方之欄位則是讓學生可以檢視自己在學習歷程中
的位置，以免在眾多連結間迷失之用。學生已學習過的項目，以「
學習中的項目則以「

」呈現，尚未學習者，則以「

」呈現，

」呈現；中間則是教學

活動欄，為整個網頁中欄為最大區塊，學生各個教學活動與評量皆在此欄中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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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開始
2. 登出
3. 匯出學習歷
程記錄
教學活動欄

學習歷程動線

圖 3-8 學生登入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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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接受各種 GIS 分析功能的診斷與教學時，即為系統實施適性教學的時
機。例如在學生進行疊圖分析的學習時，系統首先派送一題認知領域較低層級的
試題予學生(圖 3-9)，若學生該題答錯，則給予適當回饋作為補救教學(圖 3-10)，
答對則直接進入下一階段。

圖 3-9 疊圖分析認知領域診斷例題一

圖 3-10 疊圖分析認知領域診斷例題一作答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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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系統再派送一認知領域較高層級的試題，若此時學生仍答錯(圖 3-11)，
代表其對疊圖分析的認知層面仍有不清楚之處，應給予更詳細教學，因此系統直
接以教學活動進行補救教學(圖 3-12)。

圖 3-11 疊圖分析認知領域診斷例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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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疊圖分析認知領域診斷例題二作答回饋

待學生答對高層級認知試題或完成補救教學後，系統便派送技能試題給予學
生，此時若所需操作的 WebGIS 版面較小，便可採用直接嵌入教學活動欄方式，
否則則以超連結模式令學生在點選後另開視窗進行操作(圖 3-13)。若學生答對則
可進入下一 GIS 空間分析單元進行學習；若學生答錯，則以影音的形式給予補
救教學(圖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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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疊圖分析技能領域診斷例題

圖 3-14 疊圖分析技能領域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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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優使化
為確保系統可確實發揮教學之效能，本研究於系統雛型開發完畢後便進行兩
階段系統優使化評測。第一次評測為專家評估，第二次則為一般使用者評測。兩
次評測之方法、工具與評測結果如以下所述：
第一節 第一次優使化評測

一、評測方法
本次評測目的在透過專家的觀點找出系統可能的潛在優使性問題，因此採用
啟發式評估法（Heuristic evaluation）。啟發式評估法是藉由專家個別去針對系統
進行檢視與評估，此方法可以使用在設計階段的任何時候，不論是已研發完成的
介面成品，或是設計過程中的介面安排，都可以透過啟發式評鑑由專家提供根據
設計原則的意見去做修正(Nielsen, 1993)。與其他方法相比，啟發式評估所花費
的成本較低，優點在於專家能有效率地找出一般使用者忽略，卻對系統影響重大
的優使性問題。
二、參與對象
本系統主要是以 WebGIS 服務作為 GIS 教學之工具，因此本次評測邀請 5
位能以 WebGIS 進行地理資訊教學之種子教師擔任評測專家，其資本資料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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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參與評測教師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教學年資

學校所在位置

A

女

>30 年

台北市

B

女

0~5 年

高雄市

C

男

15~20 年

台中市

D

男

15~20 年

台北市

E

女

15~20 年

台北市

三、研究工具
本次評測預計研究工具有三，分別是:
(一)、系統測試影片：
在專家在登入系統後，假設自己是學生的身分，獨自操作系統中的各項教學
與評量模組，在操作的過程中，採用放聲思考法(Thinking aloud)，鼓勵其說出目
前發現的問題，以便於紀錄。操作全程以 TechSmith 公司所開發的 Morae 人機互
動分析軟體(http://www.techsmith.com/morae.html)記錄所有測試過程，以作為後
續分析之用。
(二)、評估檢核表
專家在完成系統測試後，填寫系統評估檢核表。該表填寫主要目的為邀集
請專家針對系統介面與系統功能進行評價。該表詳細內容如附錄五所示。
(三)、訪談錄音
所有專家均需接受訪談，訪談內容以系統內所選用專題是否適當(包括能否
引起學生興趣以及學生對該專題是否夠熟悉)？教學活動是否有趣且適當？教學
進行中是否某些設計會造成學生學習障礙？若需更改，應以何種方式較佳？等主
題作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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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種工具將可用來進行三角檢證，提升資料的可信賴程度，作為研究分
析結果的確認。
四、評測流程
選定合作對象於獨立不受干擾之教室以網路連線方式進行實驗，由研究者一
開始先以10分鐘介紹網站使用方法，之後由專家自行進行50分鐘之系統操作，研
究者則於教室中待命，以便專家在操作上發生問題時可以提供諮詢。操作過程在
進行優使性測試時，鼓勵專家說出所看到的設計問題。全程以Morae人機互動分
析軟體記錄所有測試過程，以作為後續分析之用。評測結束後，即填寫系統檢核
表，填寫完畢後再進行訪談，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以收集專家的評價與建議，作
為後續完善網站之參考。
五、研究發現與系統改良
藉由三項研究工具所蒐集回來的資料並加以整理後，研究者再針對專家所提
出的問題進行系統改良。本次優使化評測所發現的問題可分為導覽模式、教材文
本與多媒體三大類。其問題內容與改良模式如下所述：
(一)、導覽模式
在導覽模式中，又可分為作答項目字體過小、技能性教材無法重複練習，以
及評量過程回饋不足三項。
1.作答項目字體過小

專家 A：題目選項那邊字體實在是太小了，看起來真的很吃力，加上我有老
花眼，看起來真的很辛苦… 所以阿..我覺得字體應該要大一點，尤其是題目選項
那邊。可以的話，最好選項跟題目是不同顏色的，這樣更容易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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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反映在原有評量模組界面上，作答項目過小，可能會造成學生作答上的
困難(如圖 4-1 所示)。另外，題本與作答項目的字體均採同一顏色，較不易區分。
因此建議應將作答項目字體放大，並且對題本與作答項目字體採用不同色系。

圖 4-1 作答項目字體過小問題
其改善狀況如圖 4-2 所示，除字體調整成較易閱讀大小外，題本字體採用藍
色系，作答項目字體則維持黑色系以便利使用者閱讀。

圖 4-2 作答項目字體過小問題改善狀況

2.技能性教材無法重複練習
由於系統在教材與評量的派送流程上，採用不可回復模式，學生在送出答案
後無法回頭重新作答。對認知題型而言，該設計較無問題，但對技能題而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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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為該設計可能會造成學生不敢放手操作，降低了學習成效。其修改意見如以
下專家所述：

專家 D：如果有一個練習區的話，就可以避免掉他可能因為對於系統操作的
不熟練而產生的一些錯誤，這個可以讓它排除掉，這樣就可以不用開啟回復模式
了，因為如果要回復的話，題目要非常多，這樣才能排除學生因為做很多題目後，
把答案背起來，卻不是真的會的狀況。

為避免學生因不敢放手操作，導致降低學習成效現象，因此設定一 WebGIS
獨立練習區，並且在系統登入頁面設定連結，讓使用者可以在作答區之外練習系
統內各式 WebGIS。其設定模式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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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首頁 GIS 練
習區連結後即
可進入練習區

圖 4-3 WebGIS 練習區設定模式

3.評量回饋不足
在系統原有設計中，學生在每一題作答完畢後，僅能知道自己答對或答錯，
無法知道自己作答錯誤的原因為何(如圖 4-4)。專家在系統評測過程中，便有以
下發現：

專家 B：像我剛剛是選丁阿，它只有指出我錯誤而已，並沒有解釋，如果能
夠告訴我為何會答錯，那應該更有教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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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評量回饋不足問題
為改善上述狀況，系統設計更改為每一評量題目作答完後，除立即告知作答
對錯以外，並告知作答錯誤原因，其更改後頁面如圖 4-5 所示，在學生選擇錯誤
選項的後方，以紅色字體告知其作答錯誤原因。

圖 4-5 評量回饋不足問題改善狀況

(二)、教材文本
在教材文本上，系統設定學生必須學習六種空間分析。專家在檢視系統後認
為，疊圖分析、查詢分析與最佳路徑分析這三種空間分析的教材需做更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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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其意見如以下所述。
1.疊圖分析
目前市面上眾多的 WebGIS 都已擁有疊圖分析的功能，而學生也多半在使用
WebGIS 時便有機會使用到該功能，但一般學生是否對於進行疊圖分析時，不一
定清楚需要那些基本設定。專家 E 便提出以下意見：

專家 E：因為學生多半不清楚他們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疊圖，所以其實應該先
給學生先備知識，不然他們就會覺得什麼亂七八糟的圖都可以疊在一起，這個東
西應該是可以在說明中呈現，或者說在回饋中讓他學到這東西。

由於一般 WebGIS 在進行疊圖分析時，皆已經將各個圖層的座標格式與投影
方式設定好，使用者通常並不了解這些前置作業。但是以教學的觀點來看，系統
應提供一定的教學說明，讓學生了解疊圖分析的真正意義。原本系統設計讓學生
完成疊圖分析的認知評量後，便直接進入技能評量階段，在參考專家意見後，決
定更改為學生完成認知評量後，需先閱讀疊圖分析的說明，除了參看文字說明外，
也要觀看如何使用一般 WebGIS 進行疊圖分析的示範影片(如圖 4-6 所示)，之後
再進入技能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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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疊圖分析教學頁面
2.查詢分析---應採強迫學習模式
在系統原有設計中，學生在進行所有的空間分析學習時，都是先進行認知評
量，依評量答對與否，再決定是否派送補救學習的教材，但部分專家認為此種模
式不該一體適用，其意見如下所示。

專家 A：我覺得不管是空間查詢或者是屬性查詢都是平常我們常用到的，可
是我們也知道選擇題怎麼考就是那幾題，學生可能會因為做過很多題目後，都把
答案背起來了，但是實際上他們還是不懂什麼是空間查詢或屬性查詢，這邊如果
說可以讓他們不管答對答錯，還是要看一下你設計的東西，應該會比較好。

考量到查詢分析的認知評量多半是詢問學生是否了解空間資料庫的特質，較
不容易讓學生體會空間查詢或屬性查詢如何實作，因此圖 4-7 中有關於空間資料
庫的特性介紹與實作，原本設計是學生在查詢分析的認知評量答對後便無需讀取
的模式，更改為不管答對答錯，均需要讀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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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空間資料庫的特性介紹與實作
3.最佳路徑
在 GIS 的各種分析功能中，路網分析是屬於相當複雜的概念，而且多半需要
商業性 GIS 軟體才可確實執行各種不同的路網分析。但在我國高中教材中，礙
於設備的不足與課程難度考量，僅介紹其中的最佳路徑分析。也由於設備不足與
課程時間緊湊的關係，一般教師多半只用 WebGIS 中的最短路徑分析來做為範例。
但專家認為這種教學模式會有誤導學生的情況發生，例如專家 D 便有以下意見：

專家 D：最佳路徑，到底什麼是「 最佳」？因為如果我們上課時直接用 Google
Maps 去操作，我們會發現他所畫出來的路線，不是我們在上課時定義上所講的，

一般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像是路徑最短，或者是時間最短。那時間最短在意義上
其實是很複雜的，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 Google Maps 在定義的時候，例
如說汽車他會優先選擇高架，所以說最佳路徑的定義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關鍵，所
以如果直接用 Google Maps 來上課，像最短路徑的話，我會直接選擇走路模式，
但是因為他會避開高架，所以他也不是可以涵蓋所有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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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最短路徑不一定是最佳路徑，在教材設計上實有必要對路網分析做一明
確定義，因此學生在完成最佳路徑分析的認知評量後，必須要先觀看完路網分析
的定義教學(圖 4-8)後，才可進入最佳路徑分析的技能評量。

圖 4-8 路網分析的定義教學

另外，在技能評量的設計中，原本是要讓學生先找出林口地區區公所與各個
學校的位置，然後再進行最短路徑規劃(如圖 4-9 所示)，但專家認為，如此一來，
會造成在最短路徑規劃的評量中參雜了查詢分析，建議將各學校位置分別標示。
因此最短路徑的技能評量設計更改如圖 4-10 所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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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最佳路徑分析原有設計介面

圖 4-10 最佳路徑分析更改後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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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媒體內容
在本系統中，許多空間分析的技能示範，都以說明影片的方式進行。專家們
都建議說明影片的嵌入區塊應放大，甚至在操作的細節上應該要局部放大，學生
才能看清楚操作過程。因此在新版設計中，說明影片的嵌入區塊不僅放大，在操
作的細節上亦進行局部放大，以利於學生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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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二次優使化評測
由於理論上專家並無法找出所有優使化問題，僅進行一次優使化評測來作為
系統改良依據並不足夠。因此在完成第一次優使化評測與系統改良後，便可讓使
用者(學生)來實際操作，並探索進一步系統改良的方向。以下謹就研究設計、參
與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流程與研究結果分別敘述：

一、評測方法
本次評測目的在透過學生觀點，找出系統可能的潛在優使性問題。因此評測
方式採用觀察法與問卷調查與訪談法，以求儘量掌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發
現的優使性問題。
二、參與對象
Nielsen(1993)認為優使性測試中 n 位受試者將發現 N(1− (1− L)ⁿ )個優使性
問題，方程式中 N 代表優使性問題之總數，n 為優使性測試受試者數，L 代表單
位受試者所能發現的優使性問題比率，其值通常為 31%，由此公式計算，5 位受
試者將可發現 85%的優使性問題，若招募 15 位受試者進行優使性測試，將可發
掘近乎 100%的網站優使性問題，一般高中班級人數多半多於 15 人，因此若對
一高中普通班級進行觀察，即可達成上述人數目標。因此本階段以林口高中一高
二班級，15 位男學生，28 位女學生，共 43 人參與測試。
三、研究工具
本次評測預計研究工具有四分別是:
(一)、軼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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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觀察學習行為研究多採檢核表及評分量表，但考量到這兩種方法都是高
度結構化、有特定觀察行為的方法，反而容易忽略掉行為脈絡的訊息。而軼事記
錄雖然較無結構性，不過觀察者卻可詳述學生的學習行為，雖然比檢核表及評分
量表更為費時費力，卻能獲得更多的脈絡訊息。因此研究者將在學生操作過程中
所發生之重要特定事件與整體狀況，以軼事記錄方式加以記錄。
(二)、學習滿意度問卷
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優使性、滿意度三部分。涵蓋學生個人資料、電腦網路
使用經驗、WebGIS 使用經驗、教學活動是否有趣且適當(教學活動難易度)？操
作介面是否適當？等問題為主軸。
(三)、訪談錄音
所有學生測試完畢後，於當中隨機挑選 10 位學生參與焦點團體訪談。訪談
內容以所選用專題是否適當(包括能否引起學生興趣以及學生對該專題是否夠熟
悉)？教學活動是否有趣且適當？教學進行中引起其學習動機與造成學習障礙的
原因為何？若需輔助，應以何種方式較佳？等主題作為主軸。
(四)、系統內部學生學習紀錄
研究者在學生完成教學實驗後，將系統內部監控學生學習過程之資料，包含
各評量活動與學習活動的作答時間、各評量答題狀況匯出並加以分析。
上述四種工具將可用來進行三角檢證，提升資料的可信賴程度，作為研究分
析結果的確認。
四、評測流程
選定合作對象於獨立不受干擾之教室以網路連線方式進行實驗，由研究者一
開始先以5分鐘介紹網站使用方法，之後由學生自行進行45分鐘之系統操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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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則於教室中待命，以便學生在操作上發生問題時可以提供諮詢。同時研究者
於教室中觀察學生並填寫軼事紀錄。評測結束之後，以學習滿意度問卷進行施測，
施測完畢後則進行焦點團體訪談，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以收集參與學生的評價、
檢討與建議；同時研究者事後亦於系統中匯出學生個人學習紀錄，以檢查學習過
程是否有遭遇困難，作為後續完善網站之參考。
五、研究發現與系統改良
依據四項研究工具所蒐集得來的資料加以整理後，研究者再針對學生所提出
的問題進行系統改良。本次優使化評測所發現的問題可分為教材文本與教材流程
兩大類。其問題內容與改良模式如下所述：
(一)、教材文本
在教材文本上，學生認為，最佳路徑分析與地勢分析這兩種空間分析的教材
需進行改善以利學生作答，其意見如以下所述：
1.最佳路徑分析
該活動是要讓學生先找出林口地區區公所與各個學校的位置，然後再進行最
短路徑規劃。在第一次優使化時，該活動便進行過一次介面改良，但是在第二次
優使化時，學生仍在活動中有操作上的困擾。

學校其實不難找，只要在上面點一下就看得到了，可是區公所在地圖上沒有
標示出來，所以好難找喔。(S4)
我有用 Google (Maps)去找到區公所的位置，可是再回到系統裡面時，因為
對那邊的位置不熟悉，所以就會錯亂，找很久才可以找到。(S2)

該學習活動在第一次優使化改良時，為避免混雜查詢分析，因此將所有學校
位置標示出來，但由於未標示出區公所位置(圖 4-10 )，還是造成學生操作上的困
擾，因此改良方法如圖 4-11 所示，在地圖顯示上進行強化，將區公所標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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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不同顏色呈現，與學校有所區隔。

圖 4-11 最佳路徑分析活動第二次介面改良
2.地勢分析
該學習活動是要讓學生了解地勢分析中的視域分析的應用層面，學生藉由點
選地圖上的圖釘位置，便可針對該點進行視域分析。原本為讓學生可以迅速找出
可點選的點位，因此採用較大比例尺模式(圖 4-12 )，但學生反映該設計反而會讓
人誤以為系統無效。

像那個找房子的活動，怎麼點都沒有反應，這樣怎麼作答啊？(S6)

77

圖 4-12 原有地勢分析活動介面
為改善上述狀況，因此將圖面比例尺縮小，並將圖面中心點下移以呈現較多
海面(圖 4-13)，讓學生在操作時較能看見分析結果。

圖 4-13 地勢分析活動介面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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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流程
以地勢分析教學為例，在原有教材中，學生會先接受地勢分析認知層面檢測，
若該學生通過認知層面測試，系統便派送地勢分析技能層次檢測活動，其流程如
圖三十一下方「地勢分析認知檢測」→「通過」→「地勢分析實作」→「離開」
→「進入下一教學活動」之流程；若學生在一開始認知層面檢測便失敗，代表其
認知層面能力仍有待加強，因此系統會先派送「地勢分析介紹」，先讓學生在學
習地勢分析的定義與應用，接著再派送地勢分析技能層次檢測活動，其流程如圖
4-14 上方「地勢分析認知檢測」→「未通過」→「地勢分析的介紹」→「地勢分
析實作」→「離開」→「進入下一教學活動」之流程。

圖 4-14 原有地勢分析教材流程
此種設計對學生而言，只能有一次的技能檢測機會，因此在焦點團體訪談中，
學生相當期待能有再一次練習的機會。

我覺得很可惜，那些 GIS 只能有一次操作機會。還有啊，有時候我不小心就按到
送出，結果根本都還沒玩到就結束了。(S8)

對阿! 很爛ㄟ……我(教學)影片就跳著看，可是送出之後，它就說我做錯了，可
是我也不知道是哪邊做錯，想要再看一次影片，卻又不行。(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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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改良後地勢分析教材流程
為了改善上述狀況，教材流程需進行修改，其修改後狀況如圖三十二所示，
若學生未通過「地勢分析實作」
，則以影片方式進行「地勢分析實作補救教學」，
之後再讓學生進行「地勢分析實作再檢測」(如圖 4-15 最上方與最下方流程所示)，
完成後方可「進入下一教學活動」，如此一便可提高學生技能實作機會外。除綜
合分析因原本所耗費時間較多，因而教材流程不加以更動外，其他分析之教學流
程，也以上述模式進行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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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根據兩次優使化評測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出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在介面設
計上有三項應注意之要點。第一是導覽模式，除了評量的回饋應該要充足外，也
應該讓學生有較多技能練習的機會。在作答過程中，答題的結果不僅可作為系統
判斷學生後續應接收何種教材的依據，答題的回饋經過妥善設計，也可作為一種
補救教學，可提升系統的教學功能；至於在技能練習方面，即使 WebGIS 已較一
般 Desktop GIS 在操作難度大幅降低，但其操作複雜度仍較一般軟體為高，因此
不管是提供練習區，或者在教學流程中提供學生重複練習的機會，都可以讓學生
得到精熟學習的效果。
第二是教材文本，此部分又可分為提供完整認知層面教材與 WebGIS 介面設
計兩方面。在提供完整認知層面教材上，由於 WebGIS 通常在空間分析的功能不
若 Desktop GIS 完整，學生若僅操作 WebGIS，可能會有簡化空間分析的定義，
甚至誤用的情況發生。例如一般 WebGIS 所提供的最佳路徑分析，往往僅有最短
路徑分析，因此在提供給學生操作各種 WebGIS 的空間分析前，應先給予學生適
當的 GIS 空間分析教學，才能讓學生正確的學習；在 WebGIS 介面設計上，則有
保持單一視窗完成分析，以及避免需要變更圖幅才可看見分析結果的情況發生。
所謂的保持單一視窗完成分析，重點在於避免學生需要開啟其他視窗。例如在進
行最佳路徑分析時，應讓學生在地圖中即可輕易找到需要規劃路徑的點位，避免
讓學生還需要開啟額外的 WebGIS 視窗查詢點位。至於在避免需要變更圖幅才可
看見分析結果上，則是考量到避免學生誤以為系統故障，或者在變更圖幅過程中
迷失位置，導致需要重複操作，浪費學習時間。
第三則是示範影片設計，在技能學習的過程中，影片示範是相當有用的教學
方式，但若影片的區塊不夠大，抑或無法看清楚局部細節的操作，將使影片的輔
助功能大打折扣，因此若需要以影片示範時，務必要設定足夠大小的區塊，並且
要讓學生可以看清楚操作細節才具有教學的功效。
81

82

第五章 教學實驗
為確認系統是否可有效輔助學生學習地理資訊單元，因此本研究採用教學實
驗加以驗證。本章將依研究設計、實驗對象、實驗工具、實驗流程以及實驗結果
分析的次序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次實驗採準實驗設計，檢驗本系統在輔助學生進行地理資訊單元學習時的
成效，其流程如圖5-1所示。實驗對象分為兩組，一組為使用適性WebGIS學習系
統進行學習，屬於實驗組，另ㄧ組則由教師帶領以自學方式閱讀課文，屬於對照
組。兩組於實驗處理前先進行前測，待實驗處理結束後，兩組皆接受後測，以檢
視兩組在學習成效上是否有所不同。另外，實驗組需填寫系統滿意度問卷，以了
解一般學生對於系統的評價。

實驗組

進入系統學習

前
測

對照組

後
測

學生自學

圖 5-1 教學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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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驗對象
為確保檢測出來的成果具有代表性，因此在對象的選定上須為中等程度之高
中生。以台灣北、中、南三區域之劃分，參考100學年度桃園區(表5-1)、彰化區(表
5-2)與高雄區(表5-3)各高中職登記分發PR值，選定各區各一中等程度高中作為合
作對象，由合作教師推薦，選定各校該年度上學期成績排名位於中等之兩班作為
實驗組與對照組。教學實驗實施期程為2013年1月13日至2013年6月3日，共有實
驗組113人，對照組113人，合計226人參與。其中實驗組有6位學生，對照組有1
位同學在前測或後測作答狀況時有猜題現象，可視為無效樣本，因此有效樣本為
實驗組107份，對照組112份，合計219份。
表 5-1 民國 100 年桃園區高中職登記分發錄取分數及 PR 值
學校

錄取分數/PR 值

學校

錄取分數/PR 值

武陵高中

399/97

桃園區選定學校

364/82

中壢高中

390/93

大園高中

357/79

桃園高中

386/91

南崁高中

357/79

內壢高中

383/90

壽山高中

347/75

陽明高中

372/85

大溪高中

338/72

平鎮高中

372/85

楊梅高中

332/70

資料來源：修改自新北市辭修中學輔導室升學資料，2013年6月23日，取自
http://blog.tsshs.ntpc.edu.tw/rice_ball1029/wp-content/uploads/2012/09/100-101.xls
表 5-2 民國 100 年彰化區高中職登記分發錄取分數及 PR 值
學校

錄取分數/PR 值

學校

錄取分數/PR 值

彰化女中

388/90

彰化藝術高中

348/73

彰化高中

387/90

私立精誠高中

342/71

員林高中

375/84

二林高中

319/63

彰化高商綜高

368/81

鹿港高中

316/62

和美實驗

361/78

二水工商綜高

293/55

彰師附工綜高

353/75

和美高中

275/50

彰化區選定學校

348/73

資料來源：修改自台中市宜寧中學網站，2013年6月23日，取自
http://www.inhs.tc.edu.tw/netclub/ho_html/schoolmainfra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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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民國 100 年高雄區高中職登記分發錄取分數及 PR 值
學校

錄取分數/PR 值
高雄中學

學校

錄取分數/PR 值

399/96
397/95(男)
395/94(女)

左營高中

355/75

福誠高中

351/74

高雄女中

396/95

小港高中

349/73

鳳山高中

394/94

鼓山高中

342/71

瑞祥高中

389/91

三民家商綜高

319/63

鳳新高中

388/90

中正高工綜高

319/63

新莊高中

388/90

楠梓高中

303/58

中正高中

385/89

岡山高中

287/53

新興高中

378/86

旗美高中

287/53

三民高中

376/85

路竹高中

273/50

高雄區選定學校

370/82

私立明誠中學

275/50

中山大學附中

367/81

仁武高中

274/50

文山高中

357/76

林園高中

242/42

高師附中

資料來源：修改自高雄市前峰國中網站公佈欄，2013年6月23日，取自
http://www2.qfm.ks.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cs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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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工具
本次教學實驗之學習成就評量工具有二，分別為地理資訊前測試題與地理資
訊後測試題。兩份試題皆為27題，各有21題認知層面試題與6題技能層面試題，
總分各為21分與6分，評測內容與各題目之對應如表5-4與表5-5所示，其試題內
容如附錄六與附錄七所示。題目設計完成後便透過效度、信度、難度與鑑別度分
析來檢視試卷的品質。各項分析結果如以下所述：
表 5-4 地理資訊前測試題各題評測內容
評測內容

認知層面

技能層面

題號
資料格式

1,6

查詢分析

7,8

環域分析

2,10,13,14,18

疊圖分析

3,9,12,20

地勢分析

4,11,17,19

最佳路徑分析

5,15,16

綜合分析

21

查詢分析

22

環域分析

23

疊圖分析

24

地勢分析

25

最佳路徑分析

26

綜合分析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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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地理資訊後測試題各題評測內容
評測內容

認知層面

技能層面

題號
資料格式

6,7

查詢分析

1,10

環域分析

2,9,12,15,18

疊圖分析

3,11,17,20

地勢分析

4,13,14,19

最佳路徑分析

5,8,16

綜合分析

21

查詢分析

22

環域分析

23

疊圖分析

24

地勢分析

25

最佳路徑分析

26

綜合分析

27

在效度部份，兩份試題之認知層面題目由4位未曾帶領學生參與GIS競賽之
地理教師進行審題；技能層面題目則由5位曾帶領學生參與GIS競賽並得名之教
師進行審題，以完成專家效度之考驗。在完成專家審核並修正題目後，便進行信
度考驗，兩份皆以林口高中101學年度高二某一班級(女生23人，男生18人，共41
人)進行預試，並以Cronbach α係數進行信度考驗。考驗結果如表5-6與表5-7所示，
前測試題Cronbach α係數為0.815，後測試題Cronbach α係數則為0.835，兩者皆符
合教育測驗須至少有0.80以上之標準(Carmines & Zelle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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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前測試題信度分析表
題號

刪除問題後之
Cronbach α 係數

1
2
3
4
5
6
7

.820
.814
.814
.809
.814
.814
.809

8
9
10

.814
.814
.804

11
12
13
14
15
16
17

.792
.793
.808
.841
.810
.812
.809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806
.803
.799
.797
.806
.790
.815
.812
.795
.819

所有題目之
Cronbach α係數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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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後測試題信度分析表
題號

刪除問題後之
Cronbach α 係數

1
2
3
4
5
6
7

.835
.837
.826
.825
.826
.825
.825

8
9
10

.831
.821
.847

11
12
13
14
15
16
17

.844
.831
.816
.826
.827
.825
.824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817
.822
.836
.819
.834
.843
.830
.830
.834
.834

所有題目之
Cronbach α係數

.835

在難度部分，難度指數主要分析試題的難易程度，數值愈大，表示題目
愈容易；數值愈小，表示題目愈難。
其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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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𝑃𝐻 + 𝑃𝐿
2

P為難度指數，𝑃𝐻 表示高分組（全體受試者當中分數最高的27%）答對
該試題的百分比，𝑃𝐿 表示低分組（全體受試者當中分數最低的27%）答對該
試題的百分比(余民寧，民100)。
難度指數以接近0.5的試題最為適宜，蓋因鑑別度可能達到最大(郭生玉，
民89)。但是如果在一測驗當中所有題目難度皆為0.5，那麼很有可能會有一
半的人可以答對所有題目，另一半的人則沒有辦法答對任何一題的狀況發生，
此時測驗反而沒有辦法反應受試者的不同能力水準。因此最佳試題難度分配
應呈現常態分佈，並且追求其平均難度接近0.5為規準(邱皓政，民101)。
在常態性假設的檢定中，Shapiro-Wilk統計量用來檢定樣本數在50個以下
的常態性假設。本研究中之前後測試題各僅有27題，因此採Shapiro-Wilk檢
定，以95%信賴水準檢定，發現前後測試題之顯著性分別為.171與.883(表5-8)，
兩者皆未達顯著水準，代表前後測試題的難度分佈皆呈現常態分佈，屬於難
度適當之試題。另外前測試題平均難度為0.63，後測試題難度為0.54，兩者
皆已相當接近0.5的目標，且兩者之間差距僅0.09，可視為相等難度之試題。
表 5-8 前後測試題難度常態性檢定
Shapiro-Wilk
統計量

自由度

顯著性

前測試題

.946

27

.171

後測試題

.981

27

.883

a. Lilliefors顯著性校正
*. 此為真顯著性的下限

至於在試題鑑別度指標的分析方法上，採用下列公式：
D = 𝑃𝐻 − 𝑃𝐿
D為鑑別度指標，𝑃𝐻 為高分組在該試題的答對人數百分比，𝑃𝐿 為低分組
在該試題的答對人數百分比。一般要求鑑別度須在0.25以上，才是適當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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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余民寧，民100)。以前測與後測的試題來看，表5-9中前測試題中最低鑑
別度為0.30(第16題，最佳路徑分析)，表5-10中後測試題中最低鑑別度為
0.26(第27題，綜合分析)，兩份試題皆有達到鑑別度0.25的標準。
表 5-9 地理資訊前測試題各題難度與鑑別度
題號

觀念

難度

鑑別度

1

資料格式

0.68

0.44

2

環域分析

0.79

0.44

3

疊圖分析

0.67

0.67

4

地勢分析

0.75

0.40

5

最佳路徑分析

0.84

0.32

6

資料格式

0.52

0.57

7

查詢分析分析

0.81

0.30

8

查詢分析

0.72

0.45

9

疊圖分析

0.85

0.30

10

環域分析

0.58

0.49

11

地勢分析

0.58

0.45

12

疊圖分析

0.46

0.37

13

環域分析

0.55

0.32

14

環域分析

0.44

0.65

15

最佳路徑分析

0.84

0.32

16

最佳路徑分析

0.85

0.30

17

地勢分析

0.72

0.56

18

環域分析

0.69

0.50

19

地勢分析

0.46

0.48

20

疊圖分析

0.55

0.55

21

綜合分析

0.72

0.56

22

查詢分析

0.63

0.38

23

疊圖分析

0.38

0.55

24

環域分析

0.39

0.33

25

最佳路徑分析

0.67

0.44

26

地勢分析

0.62

0.60

27

綜合分析

0.17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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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地理資訊後測試題各題難度與鑑別度
題號

觀念

難度

鑑別度

1

查詢分析

0.40

0.80

2

環域分析

0.61

0.43

3

疊圖分析

0.78

0.37

4

地勢分析

0.62

0.57

5

最佳路徑分析

0.42

0.33

6

資料格式

0.50

0.49

7

資料格式

0.83

0.35

8

最佳路徑分析

0.85

0.30

9

環域分析

0.60

0.80

10

查詢分析

0.61

0.78

11

疊圖分析

0.45

0.51

12

環域分析

0.70

0.61

13

地勢分析

0.56

0.60

14

地勢分析

0.40

0.37

15

環域分析

0.72

0.43

16

最佳路徑分析

0.73

0.55

17

疊圖分析

0.56

0.53

18

環域分析

0.74

0.43

19

地勢分析

0.41

0.33

20

疊圖分析

0.46

0.69

21

綜合分析

0.56

0.42

22

查詢分析

0.63

0.38

23

疊圖分析

0.31

0.39

24

環域分析

0.30

0.40

25

最佳路徑分析

0.45

0.38

26

地勢分析

0.48

0.30

27

綜合分析

0.18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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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驗流程
選定合作班級於該校電腦教室中以網路連線方式進行前測，實驗組與對照組
皆由研究者一開始先以 5 分鐘介紹施測目的與流程，之後由學生進行 45 分鐘之
前測，研究者則於教室中待命，以便學生在操作上發生問題時可以提供諮詢。完
成前測後，實驗組登入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學習，對照組則自行閱讀課文，兩
組自學時間皆控制在 50 分鐘以內。待實驗組與對照組皆完成自學活動後，兩組
亦以網路連線方式於 45 分鐘內完成後測。測試完畢後，實驗組則另外填寫學習
滿意度問卷，問卷內容包含五等第量表問題與開放式問題，調查學生對於本課程
實施的觀感，包括對系統介面、系統效能、系統教學成效、活動中遭遇到的困難
與收穫、個人學習滿意度以及整體課程評估與心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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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驗結果分析
本教學實驗之資料分析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學習成就分析，另一則為學習滿
意度分析，茲說明如下。
一、學習成就分析
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分析可分為兩部分，一為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各
自完成學習活動後，其 GIS 能力是否與學習前不同；二則是比較兩組學生在學
習成就上的差異。茲分述如下。
(一)、兩組學生在學習活動前後的 GIS 能力差異
此部分即為考驗兩組學生在前後測的成績是否有顯著不同。在考驗前，需考
慮原始資料的分布情形，因此需對前後測的成績進行常態檢定與變異數同質性檢
定。兩者皆符合則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考驗，但若不通過上述任一項檢定則使
用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
實驗組與對照組認知與技能成績之 Shapiro-Wilk 常態檢定結果如表 5-11
與表 5-12 所示，其得分分布皆未達成常態分布，故採用 Wilcoxon 符號等級
檢定。
表 5-11 實驗組前後測成績常態性檢定
Shapiro-Wilk
統計量

自由度

顯著性

前測認知題成績

.961

107

.003

前測技能題成績

.909

107

.000

後測認知題成績

.963

107

.005

後測技能題成績

.940

10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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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對照組前後測成績常態性檢定
Shapiro-Wilk
統計量

自由度

顯著性

前測認知題成績

.968

112

.009

前測技能題成績

.928

112

.000

後測認知題成績

.959

112

.002

後測技能題成績

.910

112

.000

檢定結果如表5-13與表5-14所示，在認知成績上，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後測平
均數皆高於前測平均數，其中實驗組進步1.81分，對照組則進步1.53分。透過
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結果，實驗組與對照組皆達顯著水準（p<.05）
，表示實驗
組學生在經過系統教學，而對照組在進行自學後，GIS整體的認知程度皆較先前
進步；在技能成績上，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後測平均數皆高於前測平均數，其中實
驗組進步1.44分，對照組則進步0.4分。透過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結果，實驗組
與對照組皆達顯著水準（p<.05）
，表示實驗組學生在經過系統教學，而對照組在
進行自學後，GIS整體的技能程度皆較先前進步。
表 5-13 實驗組前後測成績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N=107)

前測認知成績

平均

標準差

14.36

2.463

後測認知成績

16.17

2.178

前測技能成績

1.92

1.011

後測技能成績

3.36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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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值

p值

-4.959

.000

-7.057

.000

表 5-14 對照組前後測成績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N=112)

前測認知成績

平均

標準差

13.85

2.639

後測認知成績

15.38

2.861

前測技能成績

2.37

1.166

後測技能成績

2.78

Z值

p值

-4.448

.000

-2.581

.010

1.206

(二)、兩組學生的學習成就是否有所差異
在考量前測成績之不同，可能會影響兩組學生在學習成就上差異的前提下，
遂以獨立樣本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進行考驗，
此項分析除了需符合變異數分析應有的常態性與變異數同質性假定以外，且需具
備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的條件
(余民寧，民100)，故分析的步驟為：
1. 常態性檢定：
分別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後測成績進行常態性分佈的檢定，檢驗兩組受試
者之成績是否達常態的標準。Stevens (2009）認為未達常態分佈時僅對Type I error
有影響，而即使是非常歪斜的分佈，也僅使Type I error高估為.055 或.06。故若
無法滿足常態分布的條件時，則降低研究之顯著水準由p < .05 降低為p < .04。
由前文所作檢定得知，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後測成績皆未呈現常態分布，因此將
降低研究之顯著水準由p < .05 降低為p < .04。
2.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將前後測成績進行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檢驗兩組成績是否可代表同一母群。
Field(2013)認為雖然 Levene 檢定是最常用來檢定變異數是否具同質性的方式，
但在 ANCOVA 的實際應用上，變異數比(Variance ratio)往往是更適合的方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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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切地檢視變異數的不同質是否會影響檢定結果，若較大變異數與較小變異數
之間的比值小於或等於 2，則可繼續檢視其他前提，但若大於 2 時，則將原始的
數據資料加以轉換，使之符合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
在認知層面上，以後測認知成績為依變項進行Levene檢定，其結果(F=5.696,
p= .018)已達顯著水準，顯示後測認知成績在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變異不具同質性
(表5-15)，但其變異數比值為1.69/1.48=1.14，其值小於2，因此可繼續進行下一項
前提考驗；至於在技能層面上，以後測技能成績為依變項進行Levene檢定，其結
果(F=.100, p= .752)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後測技能成績在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變異具
同質性(表5-16)，且其變異數比值為1.14/1.10=1.04，其值小於2，因此可繼續進行
下一項前提考驗。

表 5-15 認知層面前後測成績的誤差變異數 Levene 檢定 a
依變數:後測認知成績

F檢定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5.696

1

217

.018

檢定虛無假設：各組別中依變數的誤差變異數是相等的

a. 設計: Intercept + 分組 + 前測認知
表 5-16 技能層面前後測成績的誤差變異數 Levene 檢定 a
依變數:後測技能成績

F檢定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259

1

217

.611

檢定虛無假設：各組別中依變數的誤差變異數是相等的
a. 設計: Intercept + 分組 + 前測技能

3.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將前後測成績進行組內迴歸係數的同質性檢定，檢驗兩組成績的迴歸線是否
滿足平行的條件。若無法滿足時，則以 Johnson&Neyman 法進行分析，檢視兩組
的學習成就差異(余民寧，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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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知層面部分，組別變項與前測成績變項之F值為3.656，p=.057，未達.05
顯著水準(表5-17)，有通過組內迴歸同質性檢定，因此採用共變數分析；至於在
技能層面部分，組別變項與前測成績變項之F值為.044，p=.834，未達.05顯著水
準，有通過組內迴歸同質性檢定，因此也採用共變數分析。
表 5-17 認知層面前後測成績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依變數：後測認知成績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校正後模型

90.737a

3

30.246

4.801

.003

截距

1300.337

1

1300.337

206.420

.000

組別

31.847

1

31.847

5.055

.026

前測認知

28.624

1

28.624

4.544

.034

分組 * 前測認知

23.031

1

23.031

3.656

.057

誤差

1354.387

215

6.299

總和

55889.000

219

校正後的總數

1445.123

218

a. R平方 = .063 (調整過後的R平方= .050)

表 5-18 技能層面前後測成績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依變數：後測技能成績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校正後模型

22.907a

3

7.636

4.838

.003

截距

348.674

1

348.674

220.926

.000

組別

5.620

1

5.620

3.561

.060

前測認知

4.222

1

4.222

2.675

.103

分組 * 前測認知

.069

1

.069

.044

.834

誤差

339.322

215

1.578

總和

2412.000

219

校正後的總數

362.228

218

a. R平方 = .063 (調整過後的R平方=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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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變數分析：
此階段以前測成績作為共變項，組別作為自變項，後測成績作為依變項進行
共變數分析，以檢定兩組在完成學習活動後的成績是否達到顯著差異。
在認知層面成績的考驗上，組別變項之F值為4.214，p=.04，達.04顯著水準，
兩者之間具有顯著差異，由實驗組之後測調整平均數(M=16.127)高於對照組之後
測調整平均數(M=15.423)來看，表示有經過系統教學的學生比未經過系統教學的
學生較能提升GIS認知程度。
表 5-19 認知層面前後測成績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依變數：後測認知成績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校正後模型

67.705a

2

33.853

5.309

.006

截距

1277.907

1

1277.907

200.395

.000

組別

26.875

1

26.875

4.214

.040

前測認知

34.045

1

34.045

5.339

.022

誤差

1377.418

216

6.377

總和

55889.000

219

校正後的總數

1445.123

218

a. R平方 = .047 (調整過後的R平方= .038)

在技能層面成績的考驗上，組別變項之 F 值為 13.587，p=.000，達.04 顯著
水準，兩者之間具有顯著差異，而實驗組之後測調整平均數(M=3.39)高於對照組
之後測調整平均數(M=2.75)，表示有經過系統教學的學生比未經過系統教學的學
生較能提升 GIS 技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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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 技能層面前後測成績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依變數：後測技能成績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校正後模型

22.838a

2

11.419

7.267

.001

截距

349.244

1

349.244

222.271

.000

組別

21.348

1

21.348

13.587

.000

前測技能

4.534

1

4.534

2.885

.091

誤差

339.391

216

1.571

總和

2412.000

219

校正後的總數

362.228

218

a. R平方= .063 (調整過後的R平方= .054)

二、學習滿意度分析
實驗組學生在完成後測後填寫系統滿意度問卷，總計113名實驗組學生中共
有100名學生填寫，問卷回收率約88%。其填答內容除了學生基本資料以外，共
有七項五等第量表問題，其問題與填答狀況如表5-21所示。分析內容除了各題之
敘述統計資料外，並對第1題與第4題，以及第2題與第5題之填答狀況進行
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以檢定學生是否認為系統的GIS功能較市面上一般之電
子地圖容易操作，以及是否較符合課本中GIS單元的內容。
由於問卷中的問項僅針對系統的整體滿意度詢問，對於學生作答時的認知歷
程則無從得知，因此在完成問卷結果初步分析後，研究者在完成問卷結果初步分
析後，挑選位於北部地區實驗班級之5位男性同學，與5位女性同學，共10位進行
焦點團體訪談，以便對於學生的看法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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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學習滿意度問卷填答狀況
問題

非常困難

困難

普通

容易

非常容易

1.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
一般電子地圖是否容易
操作？

8

11

49

20

12

非常不符合

不符合

普通

符合

非常符合

2

17

39

33

9

非常困難

困難

普通

容易

非常容易

6

37

51

5

1

非常困難

困難

普通

容易

非常容易

5

14

57

23

1

非常不符合

不符合

普通

符合

非常符合

1

4

28

47

20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2

21

42

35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3

13

45

24

15

2.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
一般電子地圖的功能有
沒有符合課本中 GIS 單元
所說的內容?
3.你覺得系統所提供的問
題(選擇題)難度？

4.你覺得系統所提供的
GIS 功能是否容易操作？

5.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
本系統的 GIS 功能有沒有
符合課本中 GIS 單元所說
的內容

6.本次學習所操作的系
統，對你進行 GIS 學習是
有幫助的？

7.我願意在家裡透過這系
統進行 GIS 學習
其分析結果如以下所述：

1. 系統內建之 GIS 較符合學習需求
將表 5-21 中第 2 題與第 5 題中認為「非常不符合」
、
「不符合」
、
「普通」
、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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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與「非常符合」選項之值各設定為 1、2、3、4 與 5，透過 Wilcoxon 符號等
級檢定來看，正等級的的等級平均數較高(表 5-22)，代表表 5-22 中的註解 b 成
立，然而檢視其檢定量，p=.000(表 5-23)，已達.05 顯著水準，這表示系統內建
GIS 比一般電子地圖更符合課本中 GIS 單元所描述的內容。
表 5-22 系統內建 GIS 與一般電子地圖符合課本內容之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
看，本系統的GIS功能
有沒有符合課本中GIS
單元所說的內容 - 就
你的使用經驗來看，一
般電子地圖的功能有
沒有符合課本中GIS單
元所說的內容?

個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負等級

11a

23.27

256.00

正等級

43b

28.58

1229.00

等值結

46c

總和

100

a.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本系統的GIS功能有沒有符合課本中GIS單元所說的內容 < 就
你的使用經驗來看，一般電子地圖的功能有沒有符合課本中GIS單元所說的內容?
b.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本系統的GIS功能有沒有符合課本中GIS單元所說的內容 > 就
你的使用經驗來看，一般電子地圖的功能有沒有符合課本中GIS單元所說的內容?
c.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本系統的GIS功能有沒有符合課本中GIS單元所說的內容 = 就
你的使用經驗來看，一般電子地圖的功能有沒有符合課本中GIS單元所說的內容?

表 5-23 系統內建 GIS 與一般電子地圖符合課本內容之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統計量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本系統的GIS功能有沒有符合課本中GIS單元
所說的內容 -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一般電子地圖的功能有沒有符
合課本中GIS單元所說的內容?
-4.345a

Z檢定
漸進顯著性 (雙尾)

.000

a. 以負等級為基礎

學生們認為其符合課程內容需求的理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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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系統裡的 GIS 比較像課本裡面所寫的，像環域分析啊，我們在電子地圖裡
面根本找不到。(S3)
疊圖分析看起來很清楚….因為它左邊就可以看到每一個圖層，我只要點它，就
可以決定要不要打開它，所以要怎樣疊在一起也很容易。(S8)
我覺得啊，像我們平常在用的 Google (Maps)，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很好用，但是
跟課本講的都不同，像剛剛 XXX(同學)講的疊圖分析，Google (Maps)看起來很炫，
可以切換不同的圖層，甚至可以將地圖跟照片(衛星影像)疊在一起，但是我在用
時根本不會想到疊圖分析。(S2)

由於在高一 GIS 單元所教授的內容，有相當多的部分是屬於空間分析，一
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電子地圖，多半不具備該種功能。因此一般電子地圖雖然
容易操作，但往往無法符合課程所需。本系統所開發的 WebGIS 服務是以教學需
求為出發點進行開發，由檢定結果與訪談內容可以看出，本系統內建之 GIS 較
一般電子地圖更適合用於 GIS 單元教學。
2. 系統內建之 GIS 易於使用
將表 5-21 中第 1 題與第 4 題中認為「非常不符合」
、
「不符合」
、
「普通」
、
「符
合」與「非常符合」選項之值各設定為 1、2、3、4 與 5。透過 Wilcoxon 符號等
級檢定來看，負等級的的等級平均數較高(表 5-24)，代表表 5-24 中的註解 a 成
立，然而檢視其檢定量，p=.154(表 5-25)，未達.05 顯著水準，這表示系統內建
GIS 與一般電子地圖之操作難易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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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系統內建 GIS 與一般電子地圖使用難度之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你覺得系統所提供的
GIS在操作上的難度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
看，一般電子地圖是否
容易操作？

個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負等級

33a

30.33

1001.00

正等級

24b

27.17

652.00

等值結

43c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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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覺得系統所提供的GIS在操作上的難度 <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一般
電子地圖是否容易操作？
b. 你覺得系統所提供的GIS在操作上的難度 >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一般
電子地圖是否容易操作？
c. 你覺得系統所提供的GIS在操作上的難度 =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看，一般
電子地圖是否容易操作？

表 5-25 系統內建 GIS 與一般電子地圖使用難度之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統計量
你覺得系統所提供的GIS在操作上的難度 - 就你的使用經驗來
看，一般電子地圖是否容易操作？
-1.427a

Z檢定
漸進顯著性 (雙尾)

.154

a. 以正等級為基礎

學生在訪談中提到對於系統內建 GIS 與前後測時使用的 GIS 在操作難易度的
意見：

系統裡面的 GIS 比較簡單，可是在測驗時的 GIS 好難喔，很多功能都找不到。(S1)
對啊，測驗時的 GIS 都沒有看過，而且好難喔，跟平常用的 Google (Maps)都不
一樣，不像系統裡面的，都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按鈕。(S2)
我覺得在做測驗時，常常會卡住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那些專業知識，像找房子
的那一題(查詢分析)，有一個「搜尋範圍均價計算」的按鈕，我根本不敢按。(S3)
在本次教學實驗前後測中所挑選的 WebGIS，多屬於國土資訊系統中的子系
統，皆屬於功能強大且介面複雜的系統，相對地，使用者也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或
操作經驗才能駕馭自如。而本系統中所開發的 GIS 服務，在教學需求與優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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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獲得相當不錯的平衡。讓學生在比較簡易的介面與單純的功能中學習 GIS
的各項空間分析。
3. 系統內教學設計可銜接認知與技能學習
系統內的教學設計是先讓學生進行認知層面學習或檢定，待確認學生認知層
面有一定程度後，再進行技能學習。學生們在訪談過程中頗認同此種教學機制。

我記得系統裡面會讓我們先做一般的題目，然後再玩真正的 GIS，這樣會比較有
概念，否則叫我直接做 GIS 的話，我根本不知道我在玩的是甚麼。(S4)

對啊，像有一個在玩選房子的 GIS(地勢分析中的視域分析)，如果直接玩，雖然
很容易，但是就很快的玩完，我也不知道那是做什麼用的。(S3)

嗯! 在測驗的時候，我只覺得一直在玩電腦，但是根本不曉得我在做什麼….老師
你現在再打開給我看後，我才比較有感覺我是在進行什麼分析。(S4)

由於許多 GIS 技能操作所花費的時間都相當短，學生們在操作過程中，往
往無法確認自己所學習的內容為何。因此透過系統的教學設計，學生較能在認知
與技能學習上獲得妥善的銜接。

4. 體認本次教學對 GIS 之學習有幫助
在本次的教學中，許多學生獲得技能練習機會，因此在問卷回饋中，有高達
77%的學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本次教學對 GIS 之學習有幫助。同時在訪談
中，也可以看出學生對於 GIS 的學習有相當多正面的回應。

以前在上課時雖然有學過那些分析，但是就只有硬背起來。操作過後，我才真的
了解原來這叫環域分析，那叫…..。(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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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覺得這次學的東西很實用，雖然很多不是我們高中生現在可以用得到的，
但是未來應該會有機會用到。(S7)

可是我在想這些東西都不會考，我們反而都只有考這什麼分析，那叫什麼分析…
我是覺得這沒什麼用。所以重要的不會考，不重要的反而一直考，這很詭異 ….
不過，我覺得以後應該還會有機會用到。(S3)

由上述回應可以看出，學生們在完成本次教學活動後，不僅在技能層面學習
獲得了滿足，也強化了過去認知層面學習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對於 GIS 的學
習動機不再僅限於增進考試的表現而已。
5. 系統優使性仍會影響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入系統學習的動機
在本次問卷調查中，有 39%的學生願意於課餘時間進入系統學習，其理由
如下：

這東西在上課時應該沒有機會可以用到，可是很值得回家之後再操作，因為學的
都是有用的東西，而且觀念會更清楚。(S7)

由以上回應可以看出，學生們願意於課餘時間進入系統的理由在於系統可增
進其學習，但是也有 16%的學生不願意課餘時間進入系統學習，其理由如下：

我覺得很難ㄟ，因為我在之前上課時(進行教學實驗)很多東西我都不會操作，如
果沒有老師可以問，我應該一下子就卡住了。(S9)

我也是，像我也是花很多時間在卡關，尤其在最後一題那邊。(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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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回應可以看出，部分學生不願於課餘時間進入該系統學習的主要原因，
在於操作過程中仍須要老師在旁輔助。雖然透過兩次優使化的改良，仍有部分學
生可能因為操作介面上困難而放棄學習。
6. 系統內 GIS 應用案例可更多元
許多學生反映系統內 GIS 技能的教學太偏重於特定類型題目，造成學習趣
味性降低：

其實也不是說不好玩，只不過好多題目都是在找學校的位置，或者是從學校走到
哪….看到最後真的會有點厭倦。(S2)
對阿! 如果可以改成找電影院在哪，或者好吃的東西在哪，坐起來會更有趣。(S9)
學生們期待系統的範例可以更多元，更生活化。因此若能讓系統內的應用案例更
活潑多元，應可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7. 教學與測驗內容文字可再精簡
由表 5-15 中第 3 題答題狀況可以看到，學生覺得系統所提供的問題屬於「困
難」與「非常困難」的比例高達 43%，然而對照學生系統內答題狀況來看，認知
層面題目答對率即使最低者仍有高達 56%，因此學生們認為系統內問題困難的原
因在於：

其實還滿累的，因為前面有先做測驗，進系統後還是有一堆測驗要做。很多題目
的字實在太多了，到最後真的很不想做。(S1)

有些題目真的字好多，看到之後真的會讓人不想做；還有啊，裡面還有計算題，
我們在電腦教室裡根本沒有帶紙跟筆，真的很難算。(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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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根據教學實驗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學生在透過自學的過程之後， GIS
的認知與技能程度也會有所提升，但是有經過系統教學的學生不管在 GIS 的認
知程度或是技能程度的進步上，均比僅靠自學的學生來得高。因此若學生可以透
過本系統進行地理資訊單元的學習，將可獲得較佳的學習效果。
另外，透過滿意度調查也發現，學生認為，與一般市面上的電子地圖相比，
系統內所設計的 WebGIS 所提供的功能與課本教授的內容較為符合，較有助其課
業的學習。同時，學生們也相當認同系統所採用的先認知後技能的學習模式，認
為該種學習模式有助其概念的澄清，與技能的學習。然而由其回應我們也發現，
即使將過兩次優使化的改良，部分學生仍會因操作障礙而放棄學習。而系統內較
為單一的範例與較長的文字敘述，也會讓學生感到較為乏味，影響其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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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採用 ADDIE 開發模型，先以文獻回顧確認我國高一地理資訊單元教
學的需求為，在高一有限的課堂數中進行 GIS 認知與技能層面的學習，而為了
讓學生充分理解 GIS 的應用潛力，就必須要讓學生有實際操作空間分析的機會。
接著透過平行開發的模式，一方面整合了 WMS、WFS 與 WPS 三種 WebGIS 服
務類型，針對課程中所需要學習的各種空間分析功能，開發出可直接在瀏覽器上
執行空間分析的 WebGIS 服務，以求真正達到 GIS 雲端運算的境界；另一方面，
則架設 LAMS 作為適性學習平台，並統合 Bloom 認知分類理論，及 Simpson 技
能學習分類理論作為教材規劃的基礎，透過先認知後技能的教材流程規劃，確保
學生在學習空間分析技能前，已確實學習了各種空間分析的原理。在教材規畫完
畢後，便將所開發出的 WebGIS 服務嵌入教材中，讓適性學習系統除了原有的
GIS 認知層面教學能力外，也具備實施 GIS 技能層面的教學能力，成功地開發出
高一地理資訊單元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
在本研究之前，賴正偉(民，99)與洪挺晏(民，100)也已開發出了適合我國高
中生來使用的 WebGIS 平台。由兩項研究的使用者滿意度調查來看，參與研究的
師生們均認同其架設的理念，並認為在實際操作 GIS 分析功能的過程中，可更
加了解課文中的內容。
本研究與上述兩項研究皆屬於 WebGIS 教學系統之開發，然而與前人相較，
有兩項特殊之處。首先在 WebGIS 技術開發層面，過去的研究所開發出來的
WebGIS 僅可進行單次空間分析，因此 A 空間分析所產出的結果，無法輸入到 B
空間分析中。這個缺點大幅限制空間分析的實用性，而且無法符合教師對於空間
分析教學的期望。但本系統之空間分析功能已克服此項缺點，可達到執行綜合分
析效能。學生們可以根據問題的需求，決定所需使用的各種空間分析功能，並將
這些功能以適當的順序加以組合，以解決空間問題，因此本系統可讓學生們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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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GIS 的應用潛力；另外在教學實務層面，由於本系統具有適性學習系統的
屬性，一旦學生在操作或學習上發生困難時，不須老師幫忙，系統即可給予立即
的輔助或導向，因此在課餘時間，學生們便可自行進入系統完整地學習整套教材，
無須占用有限的課堂時間。
然而系統雖已開發成功，但考量到 GIS 軟體先天上具有操作困難的特質，為
確保學生可以避免介面的干擾，以獲得有效地學習，因此本研究採用兩階段優使
化評估模式。第一階段為專家評估，藉由啟發式評估法，讓專家找出主要的優使
性問題，再針對問題進行系統改良；第二階段則為一般使用者評測，讓高中學生
直接操作系統，並藉由評測中觀察學生與評測後訪談學生的方式，找出系統仍需
改進的問題，以確實提升系統的教學效能。除了有效改善系統優使性外，並歸納
出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在介面設計上應注意到導覽模式、教材文本以及多媒體
設計三項要點。
在導覽模式部分，有評量的回饋應妥善設計與提供重複練習的機會兩個要項。
在評量的回饋應妥善設計上，因為評量的回饋可以作為系統之補教教學，因此若
妥善設計，將可提升系統的教學效能。另外在提供重複練習機會上，為提升學生
們在技能層面的學習，系統應該提供重複練習的機會，以促使學生可達到精熟學
習的效果。在教材文本部分，則有提供完整認知層面教材與 WebGIS 介面設計兩
個要項。在提供完整認知層面教材上，由於 WebGIS 通常在空間分析的功能上不
若 Desktop GIS 完整，為避免學生在僅操作 WebGIS 的情況下，可能會有簡化該
項空間分析定義的狀況發生，在學生操作 WebGIS 分析前，應給予完整認知層面
教材。在 WebGIS 介面設計上，則應儘量保持單一視窗，並避免需要變更圖幅才
能看見分析結果，以使學生專注於學習活動中。至於在多媒體設計部分，雖然以
影片示範是相當有用的教學方式，但務必要設定夠大的影片區塊，並且讓學生可
以看清楚局部細節的操作，才可發揮教學的功效。
在檢驗系統教學成效部分，採用準實驗設計，實驗對象中使用系統進行學習
者為實驗組，未使用系統進行學習者為對照組。在檢視使用系統之學生可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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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地理資訊單元之學習成效部分，採用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進行考驗，結
果發現使用系統的學生，在認知與技能層面均有顯著的進步。至於在使用系統之
學生是否學習成效較自學之學生為高部分，在考量前測成績之不同，可能會影響
兩組學生在學習成就上差異的前提下，遂以 ANCOVA 進行考驗，結果發現透過
本系統學習 GIS 的學生，在認知層面與技能層面的學習表現都比僅靠自學的學
生為佳，代表本系統可有效輔助學生學習地理資訊單元。另外透過事後的滿意度
問卷與焦點團體訪談，發現對學生而言，本系統所開發的 GIS 服務，在操作難
度上與學生常用的 GIS 網站相當，也較符合學習的需求。因此本系統相當適合
作為我國高一地理資訊單元之輔助學習工具。
研究結果除回應研究問題外，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實施綜合分析技能教學時需
要更細緻的設計。雖然透過系統中先認知後技能的教材規畫方式，可以讓學生在
個別的空間分析技能上獲得顯著的進步，但是在綜合分析的技能上，學生們的學
習狀況卻不甚理想。學生們即使已學會了個別的空間分析，但在統合個別的空間
分析時，卻無法順利完成。由於系統的教材規劃是設定為學習完個別的空間分析
後，便直接進入多項空間分析的整合性學習，但由系統內的技能題的答題狀況與
前後測試題的難度分布來看，綜合分析的難度遠高於個別空間分析，造成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無法順利銜接。因此若要讓學生順利學習到綜合分析，應在設計上讓
學生先學習兩項空間分析的整合後，再進入多項空間分析整合的應用，以降低學
生在學習過程中銜接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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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儘管本研究所開發出之適性 WebGIS 學習系統可有效提升學生在地理資訊
單元的學習效果，但若回歸到整體課綱來看，高中生不僅只有在高一的地理資訊
單元可學習到 GIS，在通論地理的其他單元(如以 GIS 繪製等溫線圖或等高線圖)、
區域地理(如以 GIS 了解歐盟內部區域差異)以及應用地理(如了解 GIS 在洪患預
報或土石流災害監控上的應用)上，學生們也都有機會了解到 GIS 的功能與應用
潛力。然而由於課綱所列的教學目標內容繁多，若教師們在課堂中為了趕課，僅
以講述法進行教學，學生們實際使用 GIS 的時機勢必受到侷限。因此若可在系
統中針對其他單元也設計出「GIS 融入教學」的適性課程，讓學生們不僅在高一
地理資訊單元可實際操作 GIS，在其他單元也體驗 GIS 的實際應用，將有助於學
生對 GIS 的學習與理解。
對於一般高中教師而言，若教師有意在學校課堂教授完高一地理資訊單元後，
以此系統對學生進行 GIS 補救教學，或作為學生們進行實作練習時的平台，可
於本系統< http://gis3.geo.ntnu.edu.tw:8080 >先註冊為教師會員，便可為所任教的
同學建立帳號，系統中已有現成教材，可供同學們學習。同時，若教師們有興趣
針對高中課程中的其他單元也設計出「GIS 融入教學」的適性課程，系統也已開
放讓教師會員們自由設計課程。
另外，在技術研發的層面上，目前本系統雖已建置完成，但考量到 WebGIS
快速發展的趨勢，未來仍有三個值得改良的項目，等待後續研究者開發，分別是
瀏覽器兼容性、開源軟體替換與移植至行動設備。首先在瀏覽器兼容性上，由於
WPS 仍屬於相當新穎的 GIS 網路服務格式，目前雖已可在瀏覽器上直接使用，
但僅限於 Firefox 15 以前的瀏覽器上才能穩定執行，未來勢必要達到跨瀏覽器也
可順利執行的程度才有利於擴大推廣；另外在開源軟體替換上，雖然目前囿於介
面優使性的考量，系統仍有些 GIS 服務採用商業軟體(ArcGIS Server)進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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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開源軟體的快速發展，未來將可嘗試將系統內所有的 GIS 服務皆採用開
源軟體套件，以有效降低開發成本；最後在移植至行動設備的項目上，是最值得
開發的項目。若學生可以在行動平台直接操作系統，那麼 GIS 學習將可與野外
考察更緊密結合，例如學生可以直接對特定河流進行環域分析，驗證其所在位置
是否位於淹水潛勢區。隨著行動平台系統(如 Android、Firefox 與 iOS)的日漸普
及，此項目具有相當高的開發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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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新版 Bloom 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表
認知歷程向度
1.記憶

知識向度

2.了解

3.應用

4.分析

5.評鑑

6.創造

1-1 再認

2-1 說明

3-1 執行

4-1 分辨

5-1 檢核

6-1 通則化

1-2 回憶

2-2 舉例

3-2 採用

4-2 組織

5-2 批評

6-2 設計

2-3 分類
2-4 結要
2-5 推論
2-6 比較
2-7 解釋

A. 事實知識
Aa 術語的知識
Ab 個別細節和要素的知識

B. 概念知識
Ba 分類和類別的知識
Bb 原則和通則的知識
Bc 理論、模式和結構的知識

C. 程序知識
Ca 特定學科技能和演算的知識
Cb 特定學科技術與方法的知識
Cc 運用合適程序規準的知識

D. 後設認知知識
Da 認知策略的知識
Db 認知任務的知識，包括其脈
絡和條件的知識
Dc 自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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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歸因

6-3 創作

附錄二
Simpson 技能領域教育目標分類
主階層

次階層

1.知覺(Perception)

(1)感官刺激(Sensory Stimulation
A.聽覺的(Auditory)刺激
B.視覺的(Visual)刺激
C.觸覺(Tactile)的刺激
D.味覺(Taste)的刺激
E.嗅覺(Smell)的刺激
F.肌肉動覺的(Kinesthetic)刺激
(2)線索的選取(Cue Selection)
(3)轉換(Translation)

2.趨向(Set)

(1)心理的趨向(Mental Set)
(2)肢體的趨向(Physical Set)
(3)情緒的趨向(Emotional Set)

3.導引下的反應(Guided Response)

(1)模仿(Imitation)
(2)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

4.機械化(Mechanism)

（未再細分）

5.複雜且明顯的反應(Complex Overt

(1)解決不確定事項(Resolution of

Response)

Uncertainly)
(2)自動化的行為表現(Automatic

6.適應(Adaptation)

Performance)
（未再細分）

7.創新(Origination)

（未再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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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系統認知試題

題本內容

診斷概念

對應認知目
標類目

電腦常用的一般資料庫多為資料的組合，如學期成績資料庫，但 GIS 資 料 結 構 — 2B
GIS 之空間資料庫與一般資料庫不盡相同。試問兩者最大的不同 空間與屬性
應是： (A)一般資料庫儲存較多資料 (B)空間資料庫需有位置
的關聯 (C)一般資料庫使用特殊之文字
多的資料欄位。

(D)空間資料庫擁有較

在一交通管理的地理資訊系統中，看到一筆資料：某一公車站牌 GIS 資料結構—
在地圖上的坐標(甲)（300,400）
，站牌高度(乙)250 公分，靠站公 空間與屬性
車為(丙)3、8、18 路，站牌設立時間為(丁)01/09/2001，維修狀況
為(戊)堪用。請問：以上橫線資料中，哪些為「空間資料」？ (A)
甲丁 (B)乙丙 (C)甲乙 (D)丁戊。
下圖為網格式地理資料，顯示規劃八色鳥保育區所需的相關訊息 查詢分析
：根據以下條件，圖中甲乙丙丁的值依序是 (Ａ) 1001 (Ｂ) 0110
(Ｃ) 0001 (Ｄ) 0101。

2B

下表網格資料Ⅰ中的甲、乙、丙、丁是 4 塊土地的代碼，網格資 查詢分析
料Ⅱ中的 M 是新建購物中心位置，網格資料Ⅲ為目前地價，如
果地價隨著離購物中心的距離而變化，計算式為：新地價＝原地
價 ×（1＋1∕距離）
。假設相鄰方格距離為 1，斜角分格距離為 1.5
，則購物中心完工後，何處地價最高？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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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Ⅰ
甲
丙

Ⅱ
M

M

M

M

乙
丁

10
15
15
15

Ⅲ
10 20
15 20
20 10
15 15

15
15
20
20

下圖為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來選擇垃圾掩埋場址的流程圖。請問圖 查詢分析
中甲所進行的處理是什麼？ (Ａ)屬性查詢 (Ｂ)集中趨勢分析
(Ｃ)變遷分析 (Ｄ)離散趨勢分析。

3C

保護日漸針對台灣石虎數量逐漸稀少的現況，保育人士積極倡議設立生態 環域分析
保護區，並劃設周邊「緩衝區」範圍避免侵擾。試問緩衝區應以
何種分析方式規劃最為恰當？ (A)網路分析 (B)疊圖分析 (C)
視域分析 (D)環域分析。

2B

下圖為台灣某地設置便利商店之後，以便利商店為中心向四周遞 環域分析
減的「便利程度」分布情形。請問操作者使用哪一種分析方式得
到如圖之成果？ (Ａ)查詢分析 (Ｂ)環域分析 (Ｃ)地形分析(
地勢分析) (Ｄ)路網分析。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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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中學將舉辦戶外鄉土實察活動，地理老師應用地理資訊系統 環域分析
規劃從學校出發之步行考察路線。考量學生安全與時間限制，地
理老師依照下圖的流程找出可能的路線。請問圖中「丙」所進行
的是何種 GIS 處理流程？ (Ａ)環域分析 (Ｂ)路徑分析 (Ｃ)地
形分析(地勢分析) (Ｄ)疊圖分析。

3C

欲分析台北盆地區土地利用之變化，時間由 1915～1975 年之
疊圖分析
中，則使用下列何種分析方式能得出最佳之成果？ (A)環域分析
(B)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C)屬性查詢 (D)疊圖分析。
修正意見：

3B

「透過對古地圖與現今地圖的比對，得出不同的空間要素變化。」 疊圖分析
試問以上方法最接近地理資訊系統的哪一種應用方式？ (A)路
網 (B)疊圖 (C)視域 (D)環域 分析。

3B

修正意見：

地震災害的預測，必須先建立火災高危險區、地質軟弱區、高架 疊圖分析
道路分布路段、建築物易倒塌區等地圖，然後再做何種處理？
(Ａ)視域分析 (Ｂ)疊圖分析 (Ｃ)環域分析 (Ｄ)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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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若要規劃銷售員能快速有效地介紹商品給有關商家，並可以盡快 最佳路徑分析
回到銷售地點，則以道路圖層作分析，輸入相關條件完成。試問
此一分析方法應屬於： (A)形成環域
徑 (D)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B)圖層互疊

2C

(C)最佳路

台中市警局為能快速派遣警車，可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中的路網分 最佳路徑分析
析功能，選擇「最短路徑」到達事故現場進行處理，此一最短路
徑所指之意為何？ (Ａ)最短距離 (Ｂ)最快到達 (Ｃ)交通流
量最少 (Ｄ)紅綠燈最少。

2C

結合地理資訊技術的無線計程車派遣系統，將大幅度地改善計程 最佳路徑分析
車營運的效率。下圖為某顧客叫車時各計程車的分布位置及其交
通路網資訊，「甲」至「戊」為計程車編號，數字為道路的代碼
，下表為交通路網的屬性資訊。請問派遣哪輛計程車到顧客叫車
地點所花時間最久？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Ｅ)戊。

3C

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長度
通過時間
（公尺） （分鐘）
390
7
231
2
580
5
300
8
200
5
550
4
400
2
100
2
420
1
250
5

名稱
中華西路
中華東路
中正路一段
中正路二段
仁愛路二段
仁愛路三段
中山路一段
中山路二段
新興路
大有街

非洲剛果河上游預計興建某一水壩工程，如果我們要以地理資訊 地形分析(地勢分 3B
系統模擬上游集水區河川上升 10 公尺後所可能淹沒的地區，應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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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種分析最為合適？ (A)疊圖分析
(C)環域分析 (D)最近鄰分析。

(B)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阿輝想要利用假日去爬七星山，所以他使用Google Earth查詢山路 地形分析(地勢分 3B
沿途的坡度變化並繪製成剖面圖，以作為評估登山時間的依據。 析)
請問他是利用GIS中的哪一項分析功能才獲得這一張剖面圖呢?
(A)路徑分析 (B)疊圖分析 (C)環域分析 (D)地形分析(地勢分
析)。
過去繪製等高線圖是相當費時費力的一件工作，但是隨著科技的 地形分析(地勢分 3B
進步，我們目前已經可以藉由GIS將數值高程模型(DEM)自動繪製 析)
成以下所呈現的等高線圖。請問我們是利用GIS中的哪一項分析
功能才獲得這一張等高線圖呢?
(A)路網分析
析)。

(B)疊圖分析

(C)環域分析 (D)地形分析(地勢分

下圖為台南市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原則，所劃分出的洪水平原敏 地形分析(地勢分 4C
感區。此圖中哪一段步驟需使用「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Ａ 析)
) A (Ｂ) B (Ｃ) C (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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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系統技能試題
項目

內容

查
詢
分
析

1.請同學們先用 Google map(點選此連結)搜尋頁面找出家樂福林口店真
正的位置。
鍵，便會在

2.然後回到本活動視窗中，先點選地圖下方的

地圖上出現紅色氣球

。

3.請將紅色氣球拖曳到你剛剛在 Google map 搜尋頁面中找到的家樂福林
口店地址輸入到視窗當中(如下圖所示)。

4.接著按

，便可將氣球轉變成淺藍色狀態(

之後按視窗右下角 Save 鍵(

色汽球狀態(

)，

)，便可將淺藍色氣球轉變成深藍

)，再按一次

鍵，便完成本次測驗活

動。
若看完以上說明仍無法了解如何操作，請點選本連結觀看操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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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
圖
分
析

小寶一家人最近想要在台北市內購買房屋，考量到他自己的購屋預算，
他找到了 A、B、C、D、E 五個購屋地點。但是因為他家人各自有不同的
需求，她太太希望可以接近捷運，這樣她上班才會方便；他小孩希望在
學校旁邊，這樣上學比較不會遲到；而小寶的爸爸則希望以後可以早上
去公園運動。你(妳)可以用下列的 GIS 系統幫小寶找出這四個地點中，
哪一個是比較符合全家人的需求的嗎？
請點選以下連結進行操作後，再進行作答。
ＧＩＳ疊圖分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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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域
與
疊
圖
分
析

若高雄市旗山鎮因為連日豪雨，造成旗山溪破堤氾濫，溪水往外擴散 300
公尺，請進行 GIS 操作後判斷，哪間學校因為不會被溪水侵襲，可以作
為民眾疏散地點?
請點選以下連結進入 WebGIS 服務，並且在操作完畢後，判斷哪間學校較
為適合。
環域分析與疊圖分析操作
(A)旗山國中(B)溪州國小(C)鼓山國小(D) 旗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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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內政部營建署目前要求全國所有區鄉公所調查那些學校適合在重大災害

佳
路
徑
分
析

發生時作為災民收容中心。黃小森目前剛好在新北市林口區公所服務，
所以他被要求要去調查哪些學校較為適合。下午時他決定先開車去醒吾
高中與林口國中兩所學校調查。
黃小森時間有限，但是偏偏他才剛剛來林口，人生地不熟，善於使用 GIS
的你(妳)可以幫他找出最短距離的路線嗎? 請使用下列地圖進行操作:
請問他至少要開幾公里才有辦法視察完這些學校呢？
(A)3.6(B)4.8(C)6.0

地
勢

楊小恩想要在林口置產，在他心中，最完美的購屋地點是他可以從家門
口往外望去，就可以看到大片的海洋，請問你可以用 GIS 中的視域分析

分
析

幫他找出以下五個地點，何者最符合他的購屋需求?
以滑鼠左鍵直接在地圖上點擊，系統便可幫你自動繪製出半徑 5 公里的
橘色視域範圍，所以請同學們直接在地圖上點擊 5 個圖釘地標點的針頭
處，並加以判斷哪個地點有符合上述條件。
(A)瑞樹(B)寶斗厝坑(C)後坑(D)謝厝坑(E)小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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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分
析

旗山區水患避難計畫
GIS 對於我國的社區水災防治工作具有相當大的應用潛力。以下我們就
針對台灣某一社區發生水災時，GIS 可以應用的層面來加以說明:
強烈颱風莫比迪襲台，旗山鎮李鎮長看著越來越大的雨勢，不禁眉頭深
鎖。隨著鎮內各地陸續傳來災情，他知道應該要將鎮民導引到適當避難
地點的時機到了。
要達成引導鎮民的任務，GIS 可以發揮相當強大的功能。可惜的是李鎮
長不會使用 GIS，聰明的你可以幫助李鎮長用 GIS 完成下述的三個任務
嗎?
1. 旗山鎮內有相當多的學校，這些學校在天災來襲時，通常可以作為
避難場所，考量到通常高中或大專院校的校地通常比較大，較適合做為
避難場所，所以現在要麻煩您幫一下李鎮長，用以下連結中的網路 GIS
找出鎮內技術學院與高中加起來共有幾間呢？
網路 GIS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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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2(C)3(D)4
2. 李鎮長認為適合作為避難場所的學校必須要
(1)與河道 距離超過 300 公尺。
(2) 即使經歷 100 年洪水標準，該地點也不會淹水
若依據李鎮長提出的條件，請同學們用下列網路 GIS 找出哪一所學校
符合標準。
網路 GIS 連結

(A)旗山國中(B)旗山國小(C)旗美高中(D)和春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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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隨著雨勢逐漸加大，鎮內許多住戶已經遭受淹水災情，這時李鎮長突
然接到新住戶楊小恩的電話，因為他剛搬來這裡(旗山醫院旁的東新街
上)，所以完全不曉得該如何到達上一題中所指定的避難場所。但是李鎮
長又希望他可以在到避難場所的路上，順便經過中正路上的旗山國小，
把黃小森也接過來。你可以用下列網路 GIS 的路網分析找出適當路線，
然後將楊小恩安全的導引到避難場所。請問若採用最近路徑的方式，楊
小恩一定會經過下列哪一條路？
(A)志航街(B)文中路(C)中學路(D)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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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專家評估檢核表
請老師依據剛剛操作的經驗，評估系統在以下 10 個項目給您的感覺。
評估項目

相當不

不符合

符合

普通

符合

相當符
合

1.維持一致性的介面設計
2.減少使用者的記憶負擔
3.提供適當的回饋
4.提示明顯的離開途徑
5.預防錯誤發生並提供補救機會
6.使用使用者熟習的語言文字
7.顯示簡便的操作方式
8.提示清楚的錯誤訊息
9.使用簡單且自然的互動
10.求助功能與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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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適性地理資訊前測試題
1. 在一交通管理的地理資訊系統中，看到一筆資料：某一公車站牌在地圖上的
坐標(甲)（300,400），站牌高度(乙)250 公分，靠站公車為(丙)3、 8、18 路，
站牌設立時間為(丁)01/09/2001，維修狀況為(戊)堪用。請問：以上甲、乙、
丙、丁區塊中的資料，哪些為「空間資料」？(A)甲丁(B)乙丙(C)甲乙(D)丁戊。
2. 下圖為台灣某地設置便利商店之後，以便利商店為中心向四周遞減的「便利
程度」分布情形。請問操作者使用哪一種分析方式得到如圖之成果？(A) 查
詢分析 (B) 環域分析 (C)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D) 最佳路徑分析。

3. 下圖為網格式地理資料，顯示規劃八色鳥保育區所需的相關訊息：根據以下
條件，圖中甲乙丙丁的值依序是？(A) 1001 (B) 0110 (C) 0001 (D)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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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洲剛果河上游預計興建某一水壩工程，如果我們要以地理資訊系統模擬上
游集水區河川上升 10 公尺後所可能淹沒的地區，應以何種分析最為合適？(A)
疊圖分析(B)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C) 環域分析(D) 最佳路徑分析。
5. 若要規劃銷售員能快速有效地介紹商品給有關商家，並可以盡快回到銷售地
點，則以道路圖層作分析，輸入相關條件完成。試問此一分析方法應屬於？
(A) 環域分析 (B) 疊圖分析(C)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D) 最佳路徑分析。
6. (甲)瓦斯管線(乙)新竹 1 號公車路線(丙)岩層分布(丁)空氣汙染範圍。哪些資
料多以向量模式輸入？(A) (甲)(乙) (B) (乙)(丙) (C) (乙)(丁) (D) (甲)(丁)。
7. 在各家電子地圖中，直接輸入地點或地名，就可直接跳至該地點所在的地圖
畫面。請問這項功能是屬於何種分析方法？(A) 最佳路徑分析 (B) 空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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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D) 環域分析。
8. 下圖為臺北市的交通資訊網，請問此系統在找尋站牌、路線、捷運站以及地
標時所運用的分析方法為？(A) 查詢分析 (B) 最佳路徑分析 (C) 環域分析
(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9. 小明一家計畫到某風景區旅遊，為方便選擇旅遊地點，小明利用地理資訊系
統將區內觀光資源分層顯示如下圖

請問：森林區內的住宿區是？

(A)

(B)

(C)

(D)

。

10. 承上題，若在湖泊周圍設立 50 公尺緩衝區，以管制日後的開發活動，需運用
哪種 GIS 的分析方法？(A) 疊圖分析(B) 視域分析(C) 環域分析 (D) 查詢分
析。
地理資訊系統具有強大的分析功能，請依下列課題的特性，判斷應該採用的
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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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孟加拉於全球海平面上升 100 公尺時國土減少比例。(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
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2. 淡水竹圍地區紅樹林分布變化的環境監測。(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
(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3. 劃定黑面琵鷺冬季棲息保留地的緩衝區。(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4. 下圖為某房屋仲介網站頁面，左欄為查詢功能，而右欄顯示的功能是 GIS 中
的哪一種分析方法？(A) 最佳路徑分析 (B)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C) 環域分
析(D) 疊圖分析。

15. 高中地理奧林匹亞競賽中，某校學生利用

GIS

系統與面談訪問，進行了

「新竹市消防局的空間分布區位、救災流程與決策行為分析」的研究探討。
報告中提到 「消防隊利用

GIS

可更快抵達火災現場，提高救災效率……。」

請問 文中的消防隊應是利用 GIS 中的哪一種分析方式迅速抵達火災現場？
(A) 環域分析(B) 最佳路徑分析 (C) 疊圖分析(D) 空間查詢。
16. 下圖為國道高速公路交通資訊系統網頁。 依據選擇的起點與終點交流道以
「旅行時間最少」的方式計算，結果如下所示：共費時

00：10：07

可抵

達，距離為 16.2 公里。請問此網頁主要是針對地理資訊系統的哪一項分析功
能做展示？(A) 疊圖分析 (B)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C) 環域分析(D) 最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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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分析。

17. 過去繪製等高線圖是相當費時費力的一件工作，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
目前已經可以藉由 GIS 將數值高程模型(DEM)自動繪製成右方所呈現的等高
線圖。請問我們是利用 GIS 中的哪一項分析功能才獲得這一張等高線圖呢?
(A) 疊圖分析(B)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C) 環域分析 (D) 最佳路徑分析。

小白在做地理報告時需要使用到 GIS，雖然老師有告訴他分析過程中需要以
下六個步驟，但是小白對相關的分析功能實在一竅不通。現在要請你依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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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過程，替他判斷步驟二、步驟四與步驟六分別需要哪些 GIS 功能。
步驟一：養豬場的分布。
步驟二：距排放廢水工廠 100 公尺內的範圍。
步驟三：找出上述範圍內的河川。
步驟四：找出各河流分水嶺位置。
步驟五：自來水廠大型取水口的位置圖。
步驟六：找出養豬場最有可能汙染哪一家自來水廠的水源。

18. 步驟二：(A) 屬性資料查詢 (B) 疊圖分析 (C) 環域分析 (D) 地形分析(地勢
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9. 步驟四：(A) 屬性資料查詢 (B) 疊圖分析 (C) 環域分析 (D) 地形分析(地勢
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20. 步驟六：(A) 屬性資料查詢 (B) 疊圖分析 (C) 環域分析 (D) 地形分析(地勢
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21. 地理資訊系統的分析方法有(甲)環域分析(乙)地勢分析(丙)疊圖分析(丁)視域
分析(戊)最佳路徑分析。請問地方醫院欲加強以醫院為中心之 10 公里範圍內
的救護車勤務路線規劃，可以善用以下哪些地理資訊系統的分析方法？(A)
(甲)(乙) (B) (丙)(丁) (C) (丁)(戊) (D) (甲)(戊)。
22. 沈小寶退休後一直想離開吵雜的台北市，回到他的故鄉—南投縣南投市中興
新村。但是他聽說最近故鄉的房地產漲得很快，他有點擔心自己的退休金是
不是可以買得 起一棟「透天厝」。最近民間版的實價登錄地圖可以透過空間
查詢的方式找到目前各地房地產成交的實際金額，但是沈小寶實在不會用電
腦，你可以幫他查詢一下，最近一年中興新村的向上路 101~150 號上成交的
「透天厝」總價是多少錢嗎？
請使用 http://lvr.land.moi.gov.tw/N11/homePage.action 網站進行查詢。
(A) 390 萬(B) 590 萬(C) 790 萬 (D) 990 萬(E) 119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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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內政部營建署所建立的下水道圖資整合資訊系統，可以查詢到全國各地的汙
水下水道管線與人孔蓋分布，以及雨水下水道管線與人孔蓋分布。現在請你
透過該系統查詢一下，新北市的「林口國中」周圍哪一條路的雨水下水道人
孔蓋最少呢？
請使用 http://sewergis.cpami.gov.tw/shortpath/sewer/main.htm 網站進行查詢
(A) 四維路 (B) 文化一路(C) 文化二路 (D) 民治路。
24. 透過經濟部水利署的地理資訊倉儲中心網站，我們可以以台灣任一點為中心，
進行環域分析，查詢該點周圍 100~1000 公尺的環域範圍內包含哪些流域範圍。
現在請你以林口高中為中心進行 1000 公尺的環域分析，請問除了林口溪與淡
水河兩個水系外，還有那條河流的水系也落在這環域範圍之內呢?
請使用 http://gic.wra.gov.tw/gic/GIS/FX/Main.aspx 網站進行查詢
(A) 嘉寶溪 (B) 南崁溪(C) 瑞樹坑溪 (D) 後坑溪。
25. 從林口高中開車到內湖高中若不考慮避開高速公路，最短只要走幾公里呢?
請使用 https://maps.google.com 網站進行查詢
(A) 23.1 公里 (B) 26.1 公里(C) 29.1 公里 (D) 32.1 公里。
26. 王小輝老師今天想從內湖高中騎腳踏車到林口高中，但是他很擔心自己體力
不足，聽說可以透過地勢分析的方式查出他的這一路最大落差為幾公尺。請
你透過以下 GIS 網站，查詢一下他這一路最大落差為幾公尺呢？
請使用 http://163.20.185.3/~ymfs/elevation.htm 網站進行查詢
(A) 80 公尺(B) 130 公尺 (C) 180 公尺 (D) 230 公尺。
27. 小含是林口高中的老師，考量到他原本的居住環境太狹窄，因此想要買一間
25 年以下，價格在 400 萬~800 萬之間，而且至少有三房規格的公寓。透過朋
友的介紹，他有以下四個選擇： (甲)桃園縣桃園市國興街 1 號 (乙)新北市五
股區水碓五路 150 號 (丙)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一段 217 巷 3 號 (丁)桃園縣蘆
竹鄉五福六路 56 巷 27 弄 1 號。但是除了價錢的考量以外，小含還有下面幾
個條件：(1)小含的老婆希望可以住家周圍 300 公尺內有河流，這 樣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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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後去河邊散步。(2)小含很迷單車，他想要透過騎腳踏車通勤上班，順便達
到減肥的效果。但是因為這幾個地方到林口高中都必須要上坡，他很怕自己
體力不夠。他希望每天爬坡不要超過 200 公尺。(3) 小含的兒子要就讀國小
了，他希望住家到學校間的步行距離不要超過 500 公尺，這樣他兒子就可以
從新家走路上學了。請問這四個地點中，哪一個最符合小含的需 求呢？請利
用 22-26 題中所提供的 GIS 網站來判斷。(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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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適性地理資訊後測試題
1. 下圖為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來選擇垃圾掩埋場址的流程圖。請問圖中甲所進行
的處理是什麼？(A) 查詢分析(B) 地勢分析 (C) 環域分析(D) 最佳路徑分
析。

2.大方中學將舉辦戶外鄉土實察活動，地理老師應用地理資訊系統規劃從學校出
發之步行考察路線。考量學生安全與時間限制，地理老師依照下圖的流程找出可
能的路線。請問圖中「丙」所進行的是何種 GIS 處理流程？(A) 環域分析(B) 路
徑分析(C)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D) 疊圖分析。

146

3. 地震災害的預測，必須先建立火災高危險區、地質軟弱區、高架道路分布路
段、建築物易倒塌區等地圖，然後再做何種處理？ (A) 視域分析(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迴歸分析。
4. 下圖為台南市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原則，所劃分出的洪水平原敏感區。此圖
中哪一段流程需使用「地形分析(地勢分析)」？(A)(B)(C)(D)。

5.結合地理資訊技術的無線計程車派遣系統，將大幅度地改善計程車營運的效率。
下圖為某顧客叫車時各計程車的分布位置及其交通路網資訊，「甲」至「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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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編號，數字為道路的代碼，下表為交通路網的屬性資訊。請問派遣哪輛計
程車到顧客叫車地點所花時間最久？ (A)甲(B)乙(C)丙(D)丁。

6.下圖為一組 GIS 展示出來的資料，有關甲資料與乙資料的說明，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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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甲為地理資料，乙為地理資訊(B) 甲為空間資料，乙為屬性資料(C) 甲為
網格模式，乙為向量模式(D) 甲為第一手資料，乙為第二手資料。

7. 地理資訊系統（GIS）是將地理的資料經由電腦的處理而使地理的應用範圍更
廣，下列敘述是對 GIS 系統的簡述，就空格的部分，選出正確的備選項目：「GIS
的系統，須先建立一個地理資料庫，一個地理的資料如一所學校可以包括學校建
校的時間以及教室數量、學生人數等

Ⅰ

類型的資料，及學校位置圖、 校園

平面圖等 Ⅱ 。建立資料庫的過程對於不同性質的資料，在電腦資料庫中亦有
不同的儲存格式，如電信管線則較適合用
(乙)屬性資料

(丙)向量模式

Ⅲ

加以儲存。」請從(甲)空間資料

(丁)網格模式，這四個備選項目中依Ⅰ、Ⅱ、Ⅲ選

出正確者，答案依序為：(A) (甲)(乙)(丙) (B) (甲)(丙)(丁) (C) (乙)(甲)(丙) (D)
(乙)(丙)(丁)。
8. 披薩店收到外送訂單時，若超過 30 分鐘才送達，就必須要給訂餐者折價劵。
為了避免外送時間超過 30 分鐘，最好使用 GIS 的哪一種功能來輔助？(A) 屬性
查詢(B) 最佳路徑分析(C)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D) 環域分析(E) 疊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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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臺灣在九二一地震後規劃斷層兩側 50 公尺為「禁建區」，為尋求快速且正確
的影響範圍，可利用 GIS 的哪一項功能？ (A)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 (B) 環域分
析(C) 疊圖分析(D) 最佳路徑分析。
地理資訊系統具有強大的分析功能，請依下列課題的特性，判斷應該採用的分析
功能。

10. 內湖區提供提款機服務的超商有哪些。 (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1. 高美濕地雲林莞草分布變化的環境監測。(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2. 白海豚棲息海域之外 200 公尺劃定為緩衝區。(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
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3. 三義火炎山最佳視野景觀臺的設立位置。(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4. 模擬全球海平面上升 5 公尺後，海水倒灌入淡水河，造成部分臺北盆地沉入
水中的範圍。(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
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5. 劃定臺北市各級學校周邊半徑 200 公尺內不得設置網咖的範圍。 (A) 屬性
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
析。
16. 下圖為一個路線圖，其上的數字為一般車輛行駛該路段所需的平均時間（單
位：分）
。請問： 小佑想要從學校開車先到郵局寄信，再到市政府送公文，然後
到醫院探望生病的同事。但車程中收音機傳來市政府到醫院間的路線因火警而封
閉，行經車輛必須改 道。藉由車上的導航系統計算，小佑發現在不塞車的情形
下，至少需花 51 分鐘才能到達醫院。該路徑的選擇是以 GIS 何種分析方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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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析)(E)
最佳路徑分析。

17. GIS「疊圖分析」已被公家部門普遍使用。下列哪項業務最適合用此法來處
理？(A) 找出位在水源保護區內的養豬戶(B) 界定鄰近工地 50 公尺的噪音影響
範圍(C) 分析最佳視野的遊客觀景臺位置(D) 規劃交通尖峰時間避開塞車的替
代道路。
龐德透過線報得知，XX 共和國的地下游擊隊想要深夜從他們的基地出發，沿著
河流到下游的自來水廠進水口釋放化學毒劑，以造成下游地區重大損傷。雖然龐
德知道 在以下六個步驟中只要使用 GIS，就可以判斷出游擊隊最有可能釋放化
學毒劑的位置，但是龐德對相關的分析功能實在一竅不通。現在要請你依以下操
作步驟過 程，替他判斷步驟二、步驟四與步驟六分別需要哪些 GIS 功能。
步驟一：找出游擊隊基地的分布位置。
步驟二：找出距離游擊隊基地 80 公尺內的範圍。
步驟三：找出上述範圍內的河川。
步驟四：找出各河流分水嶺位置。
步驟五：找出各自來水廠取水口的位置。
步驟六：判斷游擊隊最有可能對那一自來水廠放毒。

18. 步驟二： (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
析)(E) 最佳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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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步驟四：(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
析)(E) 最佳路徑分析。
20. 步驟六：(A) 屬性資料查詢(B) 疊圖分析(C) 環域分析(D) 地形分析(地勢分
析)(E) 最佳路徑分析。
21. 小玉想在鄉下買一塊地來蓋房子，要求的條件依序有：(１)面積大於 1 甲(２)
離市中心 1 小時的路程以內(３)坡度小於 5°。請問要滿足這些要求，依序應使用
哪些 GIS 分析功能？(甲)疊圖分析(乙)屬性查詢分析(丙)地形分析(丁)最佳路徑分
析(戊)環域分析。
(A) (乙)(甲)(丁)(戊) (B) (丙)(戊)(丁)(甲) (C) (丁)(戊)(乙)(丙) (D)
(乙)(丁)(丙)(甲)。
22. 沈小寶看到實價登錄地圖網站中的價格後，發現價格比他預期的高很多，他
跟老婆討論後覺得還是先把台北的家賣掉，才能買新家。但是他實在不曉得他家
大概的市 價是多少？你可以再幫他一個忙，用實價登錄地圖網站，查詢一下他
家(內湖區的住宅大樓)一坪的單價是多少呢？
請使用 http://lvr.land.moi.gov.tw/N11/login.action 網站進行查詢。
(A) 25 萬(B) 55 萬(C) 85 萬(D) 115 萬。
23. 在桃園縣龜山鄉的林口長庚醫院周圍的路段中，下列哪一路段的雨水下水道
人孔蓋最「少」？
請使用 http://sewergis.cpami.gov.tw/shortpath/sewer/main.htm 網站進行查詢。
(A) 文化一路(B) 文化二路(C) 復興街(D) 復興一路。
24. 以林口國小為中心作 1000 公尺的環域，除了林口溪與淡水河兩條河川的水
系外，還有那條河川的水系也落在這環域範圍之內呢?
請使用 http://gic.wra.gov.tw/gic/GIS/FX/Main.aspx 網站進行查詢。
(A) 水仙溪(B) 瑞樹坑溪(C) 後坑溪(D) 嘉寶溪。
25. 從內湖高中開車到宜蘭高中若不考慮避開高速公路最短走幾公里就可到達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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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 https://maps.google.com 網站中的「規劃路線」功能進行查詢。
(A) 55.7 公里(B) 58.7 公里(C) 61.7 公里(D) 64.7 公里。
26. 王小輝老師計畫今年挑戰自己的體能，由清境農場出發，騎自行車到台灣公
路的最高點—武嶺。請問他這一路上，大概需要爬升幾公尺呢？
請使用 http://163.20.185.3/~ymfs/elevation.htm 網站進行查詢。
(A) 1380 公尺(B) 1480 公尺(C) 1580 公尺(D) 1680 公尺。
27. 小含後來改變主意，想要改買透天的房子。因此朋友又跟他介紹相同地區裡
有四個不錯的選擇： (甲)桃園縣桃園市愛七街 1 號 (乙) 台灣新北市新莊區民安
路 299 巷 55 弄 1 號 (丙)新北市淡水區鄧公路 30 巷 1 號(丁) 台灣桃園縣桃園市
永安北路 490 號。同樣的，小含還有下面幾個條件：(1)小含的老婆希望可以住
家直線距離 800 公尺內有河流，這樣可以下班後去河邊散 步。(2)小含很迷單車，
他想要透過騎腳踏車通勤上班，順便達到減肥的效果。但是因為這幾個地方到林
口高中都必須要上坡，他很怕自己體力不夠。他希望每天 爬坡不要超過 200 公
尺。(3)小含的兒子要就讀國小了，他希望住家到學校間的步行距離不要超過 500
公尺，這樣他兒子就可以從新家走路上學了。請問這四 個地點中，哪一個最符
合小含的需求呢？
(A)甲(B)乙(C)丙(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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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文、怡茹、玉蓮等同學的陪伴與討論，因為有你們的打氣與加油，讓我在寫論
文的日子裡不感孤單。
佳筠在背後的默默支持更是我前進的動力，因為妳的的體諒、包容，讓我在
寫論文的這段日子裡得以無後顧之憂，全心投入。
真心感謝，這一路上所有陪伴著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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